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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«Jb4L. —■— 

mm 
谢赫•萨利赫，本•阿I、杜勒*阿开兹•本_穆罕默德.阿 

礼■谢赫： 
伊斯兰事务、义产、宣教和指导部部长： 
印经局总督阁下： 
亲笔； 
万赞归于安拉，养肓众世界的主，他在自己尊贵的经典中指 

出：{从安拉的一道光明和一部明确的经典确已来临你们j 
祝万圣之最尊者-一我们的先知一稽罕獻德福安！他指 

出：“你们中最高尚的人，便是学习《古兰经》，并教授《古兰经》者 

贯彻执行两大圣地之仆，阿卜杜拉国王*本•阿卜杜勒•阿齐 

兹*阿礼■苏欧德的指示：在他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，安拉的尊 

贵经典《古兰经》及其注释，己被译成世界各种文字，并己出版 

和发行到了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中间& 

沙特阿拉伯王国伊斯兰事务、义产、宣教和指导部深信把《古 

兰经》的内容翻译成世界各主要语种的重要性，以给讲非阿拉伯 

语的穆斯林提供理解《古兰经》内容的方便f从而达到切实落实 

“你们当替我宣传，即便一段天经,”的圣喻之目的愿安拉福安之)， 

为了给讲中文的弟兄们提供这一服务，圣城麦地那法赫德国王 

《古兰经》印刷局，很荣幸为亲爱的读者提供这一中文版本，该版 

本是由谢赫■穆罕默德•麦肯•马坚教授翻译，在印刷局的指导下， 

由谢赫•阿I、杜拉■嘎西穆*苏继元校对后出版发行的。 

我们感赞清高的安拉，是他给予了完成这一伟大工作的成功 

条件。我们希求这一工作只成为他尊容的献礼，从而裨益干人类。 

我们切实知道，要把作为一部奇迹的《古兰经》的内涵表达出来+ 

任何一种对《古兰经》内容的翻译^尽管十分仔细一都是特别有 

限的 > 而译文所表达的内容仅仅反映了翻译本人对安拉的尊贵经典的 

有限理解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*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。 

为此，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一版本的读者T在发现错误和增减 

时，请通知圣城麦地那法赫德国王〈(古兰经》印刷局，以便再版 

时更正T (托靠安拉夂 

安拉是成功的掌握者，是导人于正道的指引者。主啊！请接 

受我们的工作，你确是全听的主，彻知的主u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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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一 黄牛章 

这章是麦地那的， 

全牵共it二八六节，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C 2 3这部经，其中毫无可疑，是敬畏荠的向导 

C 3〕他们确信幽幻谨守拜功,并分舍我所给与他们的 

C 4〕他们确信降示你的经典，和在你以前降示的经典，并且笃信 

后世 

C 5〕这等人，是遵守他们的主的正道的> 这等人，确是成功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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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一 黄牛章 

冇翳膜;他们将受亜大的刑罚0〔 8〕有些人说:“我们已信安拉 

和末日了。”其实，他们绝不是信L。〔 9〕他们想欺瞒安拉和 

有人对他们说:“你们不要在地方上作恶。”他们就说:“我们只 

是调解的人/〔12〕真的，他们确是作恶者，但他们不觉悟。〔13〕 

能象愚人那样轻倍吗真的，他们确足愚人，但他们不知道。 

〔14〕他遇见信士们就说:“我们已信道TV他们回去见了自 

了，〔〗5〕安拉将用他们的愚弄还报他们，将任随他们彷徨于 

悖逆之中。〔16〕这等人，以正道换取迷误，所以他们的交易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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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— 黄牛章 

拉把他们的火光拿去，让他们在重重的黑暗中，什么也看不见。 

〔18〕〔他们〕是聋的，是哑的，是瞎的，所以他们执迷不悟上 

人们的，〔20〕电光几乎夺了他们的视觉，每逢电光为他们而 

照耀的时候，他们在电光中前进；黑暗的时候，他们就站往。假 

如安拉意欲，他必褫夺他们的听觉和视觉。安拉对于万事确是 

全能的。〔21〕众人啊！你们的主，创造了你们，和你们以前的 

人,你们当崇拜他，以便你们敬畏^〔22〕他以大地为你们的席 

以天空为你们的幕，并且从天1：降 >雨水，而借雨水生出丨午多 

敌。〔23〕如果你们怀疑我所降示给我的仆人的经典，那末，你 

们试拟作一京，并舍安拉而祈祷你们的见证者们，如果你们是诚 

1防#火狱f那品用人和石头做燃料的，已力+信教的人们预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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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一 黄牛章 

都说:“这是我们以前所受赐的，其实f他们所受赐的是类似 

£〔26〕 C 

安拉的确不嫌以蚊子或更小的事物设任何臂喻；信道者，都 

知道那是从他们的主降示的真理；不信道苦t却说=“安拉设这 

个譬喻的宗旨是什么?”他以臂喻使许多人入迷途，也以臂喻 

使许多人上正路；但除悖逆者外，他不以譬喻使人入迷途&〔27〕 

他们与安拉缔约之后，破坏盟约，并断绝安拉命人联络的，R在 

地方h作恶;这等人，确是亏折的/28〕你们怎么不信安拉呢 

你们原是死的，而他以生命赋予你们，然后使你们死亡，然后 

使你们复活I然后你们要被召归于他。〔四〕他已为你们创造 





卷一 黄牛章 

〔30〕当flj,你的主对众天神说：“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 

理人，他们说;“我们赞你超绝，我们赞你淸净，你还要在大地 

上设置作恶和流血#吗？”他说：“我的确知道你们所不知道 

的。”〔3】〕他将万物的名称，都教授阿丹f然后以万物昭示众天 

神，说：“你们把这些事物的名称告诉我吧，如果你们是诚实 

的。”〔32〕他们说：“赞你超绝，除了你所教授我们的知识外， 

我们毫无知识，你确是全知的，确是至睿的。”〔33〕他说，阿 

丹啊！你把这些事物的名称告诉他们吧，当他把那些#物 

的名称告诉了他们的时候，安拉说：“难道我没有对你们说过 

他们就叩头，惟有易卜劣厮不肯f他自大，他原是不信道的 

任意吃园里所有丰富的食物，你们俩不要临近这棵树？否则 

的果实而犯罪，遂将他们俩人从乐同中诱出。我说；"你们互相 

仇视地下去把。太地t：有你们暂时的住处和享受。”〔37〕然疤， 

阿丹奉到从t降示的几件诫命，主就铙恕了他。主确是垔宥的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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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牛章 

〔38〕我说，你们都从这里下去吧！我的引导如果到达你们， 

那末，谁遵守我的引导，谁在将来没有恐惧，也不忧愁。〔39〕 

不信道而且否认我的迹象的人，是火狱的居民，他们将永居其 

中。”〔40〕以色列的后裔啊！你们当铭记我所賜你们的恩惠， 

你们当履行对我的约f，我就履行对你们的约言；你们应当 

只艮惧我。C41〕你们当信我所降示的，这能证实你们所有的 

经典，你们不要做首先不信的人，不要以廉价出卖我的迹象， 

你们应当只敬艮我。〔42〕你们不要明知故犯地以伪乱真，隐 

讳真理，〔43]你们当谨守拜功，完纳天课，4鞠躬者N齐鞠 

躬J U4〕你们是读经的人，怎么劝人为善，而忘却自身呢？ 

难道你们不了解吗？〔45〕你们3借坚忍和礼拜而求祐助。礼 

拜确是一件难事，但对恭敬的人却不难“46〕他们确信臼己 

必定见主，必定归主。U7〕以色列的后裔啊！你们$铭&我 

所赐你们的恩典，并铭记我曾使你们超越世人。〔48〕你们当 

防备将来有这样的一任何人不能替任何人帮一点忙，任 

何人的说情，都不蒙接受，任何人的赎金，都不蒙采纳，他们 

也不获援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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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一 黄牛章 

〔49〕当时，我拯救你们脱离了法老的百姓，他们使你们遭受酷 

百姓，这是你们看着的。〔51〕当时，我与穆萨约期四十P，在 

他离別你们之后，你们认犊为神,你们是不义的&〔52〕在那件事 

之后，我恕饶了你们，以便你们感谢。〔53〕当时，我以经典和 

证据赏赐穆萨，以便你们遵循正道。〔54〕当时，穆萨对他的 

族说:“我的宗族啊!你们确因认犊为神而自欺，故你们1向造 

物主悔罪，当处死罪人^在安拉看来，这对于你们确是更好的 

他就恕宥你们。他确是至宥的，确是至慈的。”〔55〕2时，你们 

说:“穆萨啊！我们绝不信你，直钊我们亲眼看见安拉/故疾雷 

袭击了你们，这是你们看着的.〔56〕在你们晕死之后，我使你 

没有损宵我，但他们0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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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一 黄牛章 

〔58〕当吋，我说:“你们进这城市去，你们可以随M吃其中所有 

我将赦宥你们的种种罪过，我要厚报善人，〔59〕但不义的人 

改变了他们所奉的嘱自％故我降天灾子不义者，那是由f他们 

的犯1〔60〕当时，穆萨锌他的宗族祈水’我说:“你用手杖打 

那磐石吧。”于是，十二道水泉，就从那磐石里浦出来,各部落 

都知道A己的饮水处。你们nj以吃饮安拉的给养,你们不要在地 

方上为#作歹9〔61〕，时，你们说：“穆萨啊！专吃一样众物, 

地所产的蔬菜——黄瓜、大蒜、扁泛和葱，他说：“难道你们 

要以较贵的换取较贱的你们到一座城頃去吧！你们必得自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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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一 黄牛章 

〔62〕佶道者、犹太教徒、基督教徒、拜ffi教徒，凡信安拉和末日 

并且行善的，将来在主那里必得享受Dei的报酬，他们将来没 

有恐惧，也不忧愁。〔63〕当时，我与你们缔约，并将山树在 

说:“你们变成卑贱的猿猴吧，〔66〕我以这种刑罚为前人和后 

人的鉴戒与敬毘者的教1JILC670当时，穆萨对他的宗族说:“安 

我求安拉保祐我，以免我变成愚人。”〔68〕他们说:“请你替 

我们请求你的主为我们说明那头牛的情状。”他说:“我的主说: 

那头牛确是不老不少，年龄适中的。你们遵命而行吧!” C69〕他 

们说，请你替我们请求你的％为我们说明那头牛的毛色。”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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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一 黄牛章 

状，因为在我们看来，牛都是相似的，如果安拉意欲，我们必 

获指导。”〔7〗〕他说E “我的主说；那头牛不是受过训练的，既 

不耕田地，又不转水车，确是全美无斑的/他们说：“现在你揭 

的事实的。〔73〕故我说:“你们用它的一部分打他吧! ”安拉如 

此使死荞E活，并以他的迹象昭示你们，以便你们了解D〔74〕 

些石头，河水从其中涌出；有些石头，自己破裂，rfn水泉从其中 

流出；有些石头为惧怕安拉而坠落0安拉绝不忽视你们的行 

为^〔75〕你们还企图他们会为你们的劝化时信道吗？他们 

当屮有一派人，曾听到安拉的言语，他们既f解之后，便明知故 

道你们不了解吗?” 

II 





卷— 黄牛章 

P马？〔78〕他们中有些文盲，不知经典，只知妄言，他们专事猜测*^ 

〔79〕哀哉!他们亲手写经，然后说，这是安拉所降示的。”他 

干有数的日子。”你说，安拉是绝不爽约的，你们曾与安拉缔 

约呢？还是假借安拉的名义而说出A己所不知道的事呢？” 

们将永居其中。〔82〕信道而且行善者，是乐园的居民，他们 

当只枭拜安拉，并当孝敬父母，和睦亲戚，怜恤孤儿，賑济贫 

民，对人说善言，谨守拜功，完纳天课，然后，你们除少数人 

12 





卷一 黄牛章 

〔84〕当时，我与你们缔约，说:“你们不要自相残杀，不要把同 

族的人逐出境外，你们已经承诺，而且证实了^〔85〕然后，你 

济，狼狠为奸地对付他们——如果他们被俘来归，你们却替他 

们赎身——驱逐他们，在你们是犯法的行为。难道你们确信经典 

己把经典赏賜穆萨，并在他之后继续派遺许多使者，我把许多明 

证赏賜给麦尔彦之子尔撒，并以玄灵扶助他。难道每逢使者把你 

们的私心所不喜爱的东西带来给你们的时候，你们总是妄自尊大 

害。[88]他们说："我们的心是受蒙蔽的。”不然，因为他们不 

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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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牛章 卷一 

〔89〕当一部经典能证实他们所有的经典，从安拉降临他们的 

时候，〔他们不佶它〕。以前他们常常祈祷，希望借它来克服不 

信道#,然而当他们业巳认识的真理降临他们的时候，他们 

不信它。故真主的弃绝加于不信道者。〔90〕他们因安拉把他 

的恩惠降给他所怠欲的仆人，故他们心怀嫉妒，因而不信安 

拉所降示的经典;他们为此而出卖自己，他们所得的代价真恶 

劣。故他们应受加倍的谴怒。不倍道者，将受凌辱的刑罚。〔91〕 

有人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应当信安拉所降不的经典/他们就说: 

我们信我们所受的启示，他们不信此后的经典，其实，这部 

经典确是真实的，能证实他们所有的经典。你说，如果你们 

是佶道的人，以前你们为什么杀熏众先知呢？1〔92〕穆萨确 

Li昭示你们许多明证，他离开你们之后，你们却认犊为神，你 

们是不义的> (93)当时，我与你们缔约，并将山岳树立在你们 

他们的心灵。你说=“如果你们是位士，那么，你们的倍仰所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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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黄牛章 

〔9C你说，如果在安拉那里的后世的安宅，是你们私有的，他 

他们因为曾经犯罪，所以绝不希望早死，安拉对于不义的人 

是全知的。〔％〕你必发现他们比世人还贪生，比那以物配主 

的还贪生;他们中每个人，都愿享寿千岁，但他们纵享长寿，终 

以证实古经，引导世人，并向信士们报凡仇视安拉，众 

天神、众使者，以及吉卜利里和米卡电的，须知安拉是仇视不 

信道的人们的。”〔99〕我确d降示你许多明显的迹象，只存罪 

人不信它。〔100〕他们每逢缔结一项盟约，不是就有一部分人 

抛弃它吗？不然，他们大半是不信道的&〔101〕当一个使者能 

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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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牛章 

〔102〕他们遵随众恶魔对于素莱曼的国权所宣读的诬蔑言论- 

俩在教授任何人之前，必说:“我们只是试验，故你不可叛道。” 

他们就从他们俩学了可以离间夫妻的魔术，但不得安拉的许 

可，他们绝不能用魔术伤害任何人。他们学了对子自己冇宵 

无益的东西。他们确已知道准购取魔术，谁在后世绝无 

福分。他们只以此出卖自己，这代价真恶劣！假若他们知道 

刑罚。〔105〕不信道者——信奉天经的和以物配主的——都 

16 



w 



卷 黄牛章 

S〔106〕凡是我所废除的,或使人忘记的启示,我必以更好的或 

N样的启示代替它。难道你不知道安拉对于万事是全能的吗? 

〔107〕难道你不知道安拉有天地的凼权吗？除安拉之外，你 

们既没有任何保护者，又没有任何援助者。〔108〕你们想请问 

人，确巳迷失正道了〆109〕信奉天经的人当中，有许多人惟跹 

使你们在继信道之记变成不信道#，这是因为他们在真理既 

到安拉发布命令。安拉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。〔110〕你们应当 

谨守拜功，完纳天课。凡你们为己而行的善，你们将在安 

拉那里发见其报酬。安拉确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。〔111〕他 

据來吧!”C112〕不然，凡全体归顺安拉，而a行善者，将在主那 

里享受报酬，他们将来没有恐惧，也没有忧愁。 

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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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黄牛章 

基督教徙毫无凭据。”基督教徒也说..“犹太教徙毫无凭据/ 

争论的是非u C1I4)阻止人入淸真寺去念诵安拉的尊名，且 

图谋拆毁淸真寺者，有谁比他们还不义呢？这等人，除非在 

将受里大的刑罚。〔115〕东方和两方都是安拉的；无论你们 

拉以人为了，赞颂安拉，超绝万物！不然，天地万物，都是他 

知者说：“为什么安拉不和我们说话呢？为什么不有一种迹象降 

我确已为笃信的民众阐明r许多迹象，[119〕我确巳使你本真 

理而成为报喜卉和誊告杏；你对火狱的居民不负责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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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黄牛章 

〔120〕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绝不喜欢你，直到你顺从他们的宗 

教。你说，安拉的指导，确是指导。”在知识降临你之后，如果 

你顺从他们的私欲，那末，你绝无任何保护者或援助者，以反 

C123D你们当防备将来冇这样的一「!，任何人不能替任何人帮 

点忙，任何人的赎金，都不蒙接受，说情对于任何人都无裨 

益，他们也不获援助^〔]24〕当时，易卜拉欣的主用若干诫命 

试验他，他就实践了那些诫命。他说:“我必定任命你为众人的 

我命易卜拉欣和易司马仪说:“你们俩应当为旋绕致敬若.虔 

欣说:“我的主啊！求你使这里变成安宁的地方，求你以各种 

果真恶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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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黄牛章 

〔】27〕当时，易卜拉欣和易司马仪树起大房的基础，他们俩祈祷 

说:“我们的主啊！求你接受我们的敬意，你确是全聪的,确是 

全知的„〔128〕我们的主啊!求你使我们变成你的两个顺民，并 

从我们的后裔中造成归顺你的民族，求你昭示我们朝觐的仪 

式，求你恕宥我们，你确是至宥的，确是至慈的，〔129〕我们的 

主啊！求你在他们中间派遣一个同族的使者，对他们宣读你的 

启示，教授他们天经和智慧，并且薰陶他们u你确是万能的， 

确是至睿的，〔〗30〕除妄自菲薄者外，谁愿鄙弃易卜拉欣的宗 

教呢？在今世，我确已拣选了他;在后世，他必店于善人之列。 

〔131〕j时，他的主对他说：“你归顺吧。”他说5 “我已归顺众世 

界的主，。”〔132〕易卜拉欣和叶尔孤白都曾以此嘱咐自己的 

儿子说:“我的儿子们啊！安拉确已为你们拣选了这个宗教， 

所以除非你们成了顺主的人沿方可以死。” C133〕当叶尔孤白临 

死的时候，你们在场吗？当时，他对他的儿T们说:“我死之后 

你们将崇拜什么?”他们说:“我们将崇拜你所粜拜的，和你的 

祖先易卜拉欣、易司马仪、易司哈格所崇拜的——独—的主宰 

—^我们只归顺他〔134〕那是已逝去的民族，他们得享受他 

的行为不负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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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黄牛章 

〔135〕他们说:“你们应3变成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，你们才能 

获得m道。”你说f “不然，我们遵循崇奉正教的易卜拉欣的宗 

教,他不是以物配主者。”〔136〕你们说;“我们信我们所受的 

启示，与易卜拉欣、易司马仪.易司哈格、叶尔孤白和各支派 

所受的启示，与穆萨和尔撒受赐的经典，与众先知受主所赐的 

经典;我们对他们中任何一个，都不加以歧视，我们只归顺安 

拉。”〔137〕如果他们象你们样信道，那末，他们确已遵循正道 

了r如果他们背弃正道，那末，他们只陷于分裂中;安拉将替你 

们抵御他们。他确是全聪的，确是全知的。〔138〕你们当保持 

安拉的洗礼，有谁比安拉施冼得更好呢? “我们只崇拜他。” 

〔139〕你说:“难道你们和我们争论安拉吗？其实,他是我们的 

主，也是你们的主;我们将受我们的行为的报酬，你们也将受 

你们的行为的报酬I我们只是忠于他的，am难道你们说 

过“易卜拉欣、易司马仪、易司哈格、叶尔孤白和各支派，都是 

犹太教徒r或基督教徒吗你说:“你们更有知识呢？还是安 

拉更有知识呢？自己下中有从安拉降示的证据，而加以隐讳 

的人，有谁比他还不义呢？安拉绝不忽视你们的行为〔141〕 

那是ti逝太_的民族，他们得享受他们的行为的报酬，你们也得 

享受你们的行为的报酬，你们对他们的行为不负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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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 黄牛章 

K142〕一般愚人将说5 "他们为什么要背弃他们原来所对的朝 

向呢? ”你说 

Jt正路/〔143]我送祥使你们成为一个中正的民族t以便你们 

仰徒劳无酬D安拉对丁-壯人，确是至爱的，确是至慈的。[144] 

我确已见你反复地仰视天空，故，我必使你转向你所涔悦的朝H 

转向禁寺^荇受夭经者必定知道这是从他们的主降示的真理，安 

拉绝不忽视他们的行为。[145]即使你以一切迹象昭示曾受天 

各守自己的朝向，互不相从=在知识降临你之后,如果你顺从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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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黄牛章 

〔146〕蒙我赏赐经典的人，认识他，犹如认识自己的儿女一样 

他们中有一派人，的确明知故犯地隐讳真理6〔:U7〕真理是 

从你的主降示的，故你绝不要怀疑。〔148〕各人都有自己所 

对的方向，故你们当争先为善。你们无论在那里，安拉将要把 

都应3把你的脸转向禁寺t你们无论在那里，都应当把你们的 

但你们不要畏惧他们，你们当畏惧我，以便我成全我所施于你 

个使荞來教化你们，对你们a读我的迹象f熏陶你们，教授 

祐助。安拉确是4坚忍者间在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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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黄牛章 

〔154〕为主道而被戕害的人，你们不要说他们是死的;其实，他 

必定只1H依他d”〔157〕这等人，是蒙安拉的祜祐和慈恩的；这 

等人，确是遵循正道的。S〔158〕赛法和麦尔维，确是安拉的标 

善报〕，因为安拉确是厚报的，确是全知的。〔159〕我在经典屮 

弃绝他们;一般沮咒者，都诅咒他们。〔160〕惟悔罪自新,阐明 

真理的人，我将赦宥他们。我是至宥的，是至慈的Z161〕终 

人类全体的诅咒乂〗62〕他们将永居火狱，不蒙减刑，不获宽限。 

〔163〕你们所当崇拜的，是唯一的主宰;除他外，绝无应受崇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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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黄牛章 

〔164〕天地的创造,屐夜的轮流，利人航海的船舶，安拉从天t 

降下雨水，借它而使ci死的大地a生，并在大地上散布各种动 

此中确有许多迹象。〔165〕冇些人，在安拉之外，别奋崇拜，当 

做安拉的匹敌;他们敬爱那些四敌，象敬爱安拉一样——信道 

的人们，对丁敬爱安拉，X为恳挚——当不义的人，看见刑罚 

〔166〕当时，被随从的人，看见刑罚*而与随从的人绝 

交，他们彼此间的关系，都断绝了s Cl67〕随从的人，将说E “但 

愿我们得返尘世，那末，我们将与他们绝交，犹如他们与我们 

绝交一样。”安拉将这样以他们的行为昭示他们，使他们感到 

悔恨，他们绝不能逃出火狱。〔168〕众人啊！你们可以吃大地上 

所有合法而且佳美的食物，你们不要随从恶魔的步伐，他确是 

你们的明敌。〔169〕他只以恶和丑事命令你们，并教你们假 

借安拉的名义，而说出你们所+知道的事^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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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黄牛章 

〔170〕有人劝他们说：“你们应当遵守安拉所降示的经典，他 

们就说：“不然，我们要遵邙我们祖先的遗教，即使他们的袓 

不信教者譬如[你号召他们]就象叫唤只会听呼喊的牲畜样 

〔他们]是聋的f是哑的，是瞎的，故他们解，[172] f, 

赦的，确是至慈的。[174〕隐讳安拉所降示的经典，而以廉价 

这等人，以正道换取迷误，以赦宥换取刑罚，他们真能忍受火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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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黄牛章 

s〔177〕你们把自己的脸转向东方和西方，都不是正义3 m义是 

信安拉，信末.11，信天神T信天经，信先知，并将所爱的财产施 

济亲戚、孤儿、贫民、旅客、乞丐和赎取奴隶，JH革守拜功，完纳 

天课，履行约言，忍受穷困、患难和战争。这等人，确是忠贞的f 

这等人，确是敬艮的。佶道的人们啊I今以杀人者抵罪为 

将受痛苦的刑罚。〔179〕有理智的人们啊！你们在抵罪律中 

获得生命，〔以此力制〕，以便你们敬毘。U80M尔们当中，若有 

人在临死的时候，还有遗产，那末，应当为双亲和至亲而秉公 

遗嘱。这已成你们的定制，这是敬畏者应尽的义务。〔181〕既 

闻遗嘱之后，准将遗嘱加以更改，谁负更改的罪过。安拉确 

見-金聪的，确是全知的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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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 黄牛章 

〔182〕若恐遗嘱者偏私或枉法，而为其亲属调解，那是毫无罪 

过的P安拉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,〔183〕信道的人们啊〖斋 

〔184〕故你们当斋戒有数的若干日。你们屮冇害病或旅 

行的人，当依所缺的日数补斋。难以斋戒者，当纳罚赎,BfJ以一 

餐饭，施给一个贫民。自愿行善者，必获更多的善报&斋戒对于 

你们是更好的，如果你们知道。〔185〕赖买丹月中，开始降示 

在此月中，你们应当斋戒;害病或旅行的人，当依所缺的H数 

补斋。安拉要你们便利，不要你们困难，以便你们补足所缺的 

日数，以便你们赞颂安拉引导你们的恩德，以便你们感谢他3 

C1S6〕如果我的仆人询问我的情状，你就告诉他们：我确是临 

答应我，信仰我，以便他们遵循正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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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 黄牛章 

观在，你们M了以和她们交接，P了以求安拉为你们注定的〔子女〕 

和她们交接。这是安拉的法度，你们不要临近它。安拉这样 

为世人阐明他的迹象，以便他们敬〔188〕你们不要借诈术 

而S蚀别人的财产，不要以别人的财产贿赂官吏，以便你们明 

知故犯地借1行而S蚀别人的一部分财产。S〔189〕他们询问 

新月的情状f你说:“新月是人事和朝觐的时计 

从房屋后面穿洞进去，但正义是敬毘。你们当从门户走进房 

M，当敬畏安拉f以便你们成功。〔190〕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 

进攻你们的人，你们不要过分，因为安拉必定不喜爱过分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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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 黄牛章 

〔191〕你们在那里发现他们，就在那里杀戮他们;并将他们逐出 

境外，犹如他们从前驱逐你们一样，迫寄是比杀戳更残酷的。 

你们不要在禁寺附近和他们战斗，直到他们在那里进攻你们; 

如果他们进攻你们，你们就应当杀戮他们。不信道者的报酬是 

这样的a〔〗92〕如果他们停战，那末，安拉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 

慈的。〔193〕你们当杀戮他们，直到迫富消除，而宗教专为安拉； 

如果他们停战，那末，除不义者外，你们绝不要侵犯任何人A〗94〕 

禁刀抵偿禁月，凡应当尊敬的事物，都是觅相抵偿的。谁侵 

犯你们，你们可以同样的方法报复谁；你们当敬畏安拉，当知 

道安拉是与敬畏者冋在的a U95〕你们j为主道而施舍，你们 

不耍[^投于灭亡。你们应当行善;安拉的确喜爱行善的人。〔196〕 

你们当为安拉而完成大朝和小朝。如果你们被困于中途，那末， 

应当献一只揚得的牺牲。你们不要剃发，直到牺牲到达其定所D 

你们当中谁为生病或头部有疾而剃发，谁当以斋戒，或施舍， 

或献牲_作为罚赎。3你们平安的时候，凡在小朝后享受到大 

朝的人，都应当献一只易得的牺牲。凡不能献牲的，都应当在 

大朝期间斋戒三日，归家后斋戒七P，共汁十日。这是家眷不 

道安拉的刑罚是严厉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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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 黄牛章 

〔197〕朝觐的月份，是几个可知的月份a凡在这几个月内决〖I朝 

是敬毘。有理智的人啊！你们当敬畏我。〔]98〕寻求主的恩惠 

们确是迷设的。〔199〕然后，你们从众人结队而行的地方结队 

而行，你们当向安拉求I 安拉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 

们的祖先一祥，或记念得更多呰。有人说:“我们的主啊！求你 

在今世赏赐我们，他在后世，绝无福分。〔201〕有人说，我们 

的主啊！求你在今世赏赐我们美好的〔生活〕，在后世也赏赐 

这等人，将闪他们的赀求而享受一部分的报酬。安拉是清算 

神速的主 

31 





卷二 黄牛章 

SC203〕你们当在数日内记念安拉，在两H内含卒起程的人，毫 

无罪过；延迟的人，也无罪过。C抉择的权利〕，专归敬毘的人 

谈沦今世的生活，他的言论，使你赞叹，他还求安拉作证他的存 

心。其实，他是最强悍的仇敌。〔205〕他转脸之后，图谋不轨， 

蹂躏禾稼，伤害牲畜。安拉是不喜作恶的。〔20W有人对他说: 

“你当敬畏安拉”，他就因羞愤而犯罪。火狱将使他满足，那卧 

爱众仆的。〔208〕信道的人们啊！你们当全体入在和平教屮 

不要跟随恶魔的步伐，他确是你们的明敌。〔209〕如果你们在 

至睿的a〔210〕他们只等待安拉在云萌屮与众天神同齐降临， 

事情将被判决& 一切事情，只归安拉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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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 黄牛章 

〔211〕你问以色列的后裔，我赏赐过他们若干明显的迹象。安 

拉的恩典降临之A5,凡加以变更的人，C安拉必定惩罚他〕，因 

为安拉的刑罚确是严厉的&〔212〕不信道的人f为今世的生活 

将无量地供给他所意欲者。〔213〕世人原是一个民族，嗣后，他 

们信仰分歧，故安拉派众先知作报喜贵和瞀告荇，且降示他们 

包含真理的经典，以便他为世人判决他们所争论的是非。惟曾 

受天经的人，在明证降临之后，为互相嫉妒，时对天经意见分 

歧，故安拉依自己的意旨而引导信道的人，俾得明瞭他们所争 

人曾遭受穷困和患难，曾受震惊，甚至使#和信道的人都说: 

“安拉的援助什么时候降临呢?”真的，安拉的援助，确是临近 

的。〔215〕他们问你他们应该怎样费用，你说广你们所费用 

的财产，当费用于父母、至亲、孤儿.贫民、旅客你们无论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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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 黄牛章 

C216〕战争巳成为你们的定制，而战争是你们所厌恶的，也许 

某件事，而那件事对于你们是有害的9安拉知道，你们确 

不知道^〔217〕他们问你禁月内可以作战吗？你说：“禁月内 

杀戳还残酷的如果他们能力充足，势必继续进攻你们，务使 

你们叛教。你们中谁背叛正教，至死还不信道，谁的善功在今 

世和后世完全无效a这等人，是火狱的居民，他们将永居其中 

〔218〕信道的人，离别故乡并且为主道而奋斗的人，这等人他 

们的确希望安拉的慈恩。安拉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J〔219〕 

他们应该施舍什么，你说； 41你们施舍剩余的吧。”安拉这样为 

你们阐明一切迹象，以便你们思维今世和后世的事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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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 黄牛章 

〔220〕他们问你怎样待遇孤儿，你说：‘‘为他们改善他们的事务 

是更好的。如果你们与他们合伙，那末，〔你们应当记取〕他们 

是你们的教胞a安拉能辨别破坏的人和改苦的人，假若安拉意 

欲，他必使你们烦难。”安拉确是万能的，确是至#的。〔221〕你 

们不要娶以物配主的妇女，直到她们信道。已佶道的奴婢，的 

确胜过以物配主的妇女，即使她使你们爱慕她。你们不要把自 

己的女儿嫁给以物配主的男人，直到他们信道。巳信道的奴仆， 

胜过以物配主的男人，即使他使你们爱慕他。这等人叫你们入 

火狱，安拉却随意地叫你们入乐园，和得到赦宥。他为世人阐 

明他的迹象，以便他们觉招、C222〕他们问你月经的〔律例〕，你 

说:“月经是冇害的，故在经期中你们应当离开妻子，不要与她 

爱洁净的人，〔223〕你们的妻子好比是你们的田地，你们pJ以 

随意耕种。你们当预先为fl己而行善。你们当敬毘安拉，当知 

己的盟皙而以安拉为障碍，以致不能行善，不能敬畏，不能调解 

.安拉是全聪的，是全知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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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 黄牛章 

〔225〕安拉不为无意的誓言而责备你们，但为有意的誓言而 

备你们。安拉是至赦的，是至容的。〔226〕盟誓不与妻子交接 

的，确是至慈的4〔227〕如果他们决心休妻，那来，安拉确是全 

聪的，确是全知的，〔228〕被休的妇人，当期待三次月经;她们 

不得隐讳安拉造化在她们的F宫里的东西，如果她们确信安拉 

和末日a在等待的期间，她们的丈夫是宜当挽弨她们的，如果 

他们愿盘重修旧好。她们迎享合理的权利，也应尽合理的义务; 

男人的权利，比她们高一级^安拉是万能的，是至睿的。〔229〕 

休妻是两次，此后应当以善意挽留[:她们〕，或以优礼解放〔她 

不义的人。〔230〕如果他休了她，那末，她以后不可以做他的 

妻子，直到她嫁给其他的男人。如果后夬又休了她，那末，她 

再嫁前夫，对于他们俩是毫无罪过的，如果他们俩猜想U己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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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 黄牛章 

〔231〕当你们休妻，而她们待婚满期的时候，你们当以善意挽 

沼她们，或以优礼解放她们；不要为妨害她们而加以挽留，以 

便你们侵害她们。谁做了这件事，谁确已自欺7%你们不要 

把安拉的迹象当做笑柄，你们当铭记安拉所赐你们的恩惠，铭 

ig他降示你们天经和智慧，用以教训你们。你们当敬畏安拉， 

当知道安拉对于万物是全知的,〔232〕如果你们休妻，而她们 

的婴儿两周岁，做父亲的，应当照例供给他们衣食。每个人只 

依他的能力而受责成。不要使做母亲的为自己的婴儿而吃亏， 

也+要使做父亲的为自d的婴儿而吃（如果做父亲的死了）， 

继承人掏负同样的责任^如果做父母的欲依协议而断乳，那末* 

他们俩毫无罪过。如果你们另雇乳母哺乳你们的婴儿，那末 

你们毫无罪过，m须交付照例应给的工资。你们应刍敬毘安拉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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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 黄牛章 

〔234〕你们中弃世而遗留妻子的人，他们的妻子当期待四个 

月零十H;待婚满期的时候，她们关于自身的合理的行为，对 

于你们奄尤罪过。安拉对于你们的行为是彻知的。〔235〕你们 

用含萏的d闻，向待婚的妇女求婚，或将你们的怠思隐藏在心 

里，对于你们都是毫无罪过的。安拉巳知道你们不久要向她们 

提及婚约，C故准你们对她们冇所表示〕，但不要与她们U密约， 

只可说合理的话；不要缔结婚约，直到守制满期。你们当晓得安 

是至容的，〔236〕你们的妻子，在你们未与她们交接，也未为 

她们决定聘仪的期间，如果你们休了她们，那对于你们是毫无 

罪过的，但须以离仪赠M她们；离仪的厚薄，当斟酌丈夫的贫 

富，依例而_与;这是善人所应尽的义务U〔237〕在与她们交 

接之前，在为她们决定聘仪之后，如果你们休了她们，那末 

应2以所定聘仪的半数赠与她们，除非她们加以宽免，或手缔 

安拉确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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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 黄牛章 

而服从地立正。〔239〕如果你们有所畏惧,那末,可以步行着 

或骑乘着[做礼拜〕。你们安全的时候，当依安拉所教你们的礼 

仪而记念他,你们原当并不知晓。〔240〕你们中弃性而遗留妻 

驱逐出去。如果她们自愿出去，那末，她们关T0身的合礼的行 

务。〔242]安拉为你们这样阐明他的迹象，以便你们了解。〔243] 

吗？安拉曾对他们说:“你们死亡吧，嗣后,又使他们复活。安 

为主道而战斗，知道安拉是全聪的，是全知的。〔245〕准以 

善债借给安拉，他将以许多倍偿还他。安拉能使人窘迫，能使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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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黄牛章 

〔246〕你不知道穆萨死后以色列人中的领袖巧？当时他们对一 

个同族的先知说：“请你替我们立一个国王，我们就为主道而 

战斗。”他说：“如果战斗成为你们的定制，你们会不战斗吗?” 

道而战斗呢?”战斗巳成为他们的定制的时候，他们除少数人 

外，都违背命令了。安拉是全知不义的人的。〔247〕他们的 

先知对他们说: a 

他没有丰富的财产。”他说：“安拉确已选他为你们的领袖，并 

丑加赐他渊博的学识和健壮的体魄，安拉常常把国权赏赐 

F的宁静，与穆萨的门徒和哈伦的门徒的遗物，众天神载负着 

它。对于你们，此中确存一种迹象，如栗你们是信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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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黄牛章 

〔249〕当塔啓特统率军队出发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安拉必定以一条 

河试验你们，谁饮河水，谁不是我的部属;谁不尝河水，谁确是 

我的部属，只用手捧一捧水的人，〔不算违抗命令：U嗣后，他 

们除少数人外，都饮了河水。当他和信道的人已渡过河的吋候， 

他们说：“今口我们绝无能力敌对查昝特和他的军队’有些将 

士确信将来必与安拉相会，他们说；“少数的部队，赖安拉的祐 

助，往往战胜多数的部队/安拉是与坚忍荞同在的。〔250〕当 

他们出去与查鲁特和他的军队交战的时候，他们祈祷说：“我 

们的主啊!求你把坚忍注入我们的心中，求你使我们的步伐稳 

健，求你援助我们战胜不怡教的民众。”〔251〕他们愔安拉的祐助 

而打败敌人。迖五德杀死查魯特，安拉把国权和智恩赏赐他， 

并把自己所意欲的〔知识〕教授他u要不是安拉以世人互相抵 

抗，那末，大地的秩序必定紊乱了U但安拉对于众世界是有恩 

惠的g〔252〕这些是安拉的迹象，我本真理而对你宣读它P你确 

是众使者之一^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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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牛章 

f C 253〕这些使者，我使他们的品格江相超越;他们中有安拉曾和 

的信徒在明证降临之后，必不互相残杀，但他们意见分歧，他 

们中有信道的，有不信道的。假若安拉意欲，他们必不互相攻 

m安拉是为所欲为的。〔254〕信教的人们啊!没有买卖, 

没有友谊，不许说情的日子降临之前，你们3分舍我赐予你们的 

他是永生不火的，是维沪万物的；瞌睡不能侵犯他 受崇拜的 

睡眠不能克服他；天地力物都是他的；不经他的许町*谁能在他 

那里替人说情呢?他知道他们面前的事,和他们身后的事;除他 

对天地的维持，不能使他疲倦。他确品至岛无上的主，确是至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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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 黄牛章 

〔加7〕安拉是信道的人的保祐者，使他们从重重黑暗走入光明 

不倍道的人的保祐者是恶魔，使他们从光明走入重重黑暗。这 

等人，是火狱的居民，他们将永试其中。〔258〕难道你没有看 

2时，易卜拉欣说：“我的主能使死者生，能使生荞死，他说: 

我也能使死者生，能使生古死，易卜拉欣说:“安拉的确能使 

龙I日从东方升起，你使它从两方升起吧。”那个不信道的人，就 

哑口尤吉了。安拉不引导不义的民众^〔259〕难道你没有看见 

那个人吗？他经过一个荒凉的颓废的城市，他说【“安拉怎样 

使这个已死的城市釔活呢?”故安拉使他在死亡的状态下逗留 

你的饮食，没存腐败u你看你的驴我耍以你为世人的迹 

象&你看这些骸骨，我怎样配合他，怎样把肉套在它的上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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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牛章 

〔260〕当时，M卜拉欣说：“我的主啊!求你昭示我你怎样使死人 

&活，安拉说，难道你不倍吗?”他说:“不然，〔我要求实验〕 

以便我的心安定，安拉说:“你取四M %，使它们倾向你，然后 

为主道而施舍财产的人，譬如〔―个农夫,播下〕一粒谷种，发出 

惠受施的人，也不损害他,这等人，在他们的主那里，要享受他 

们的报酬，他们将来没有恐惧，也不忧愁J〔263〕与其在施舍 

拉是自足的，是至容的。〔264〕信道的人们啊！你们不要示惠 

受施的人和损害他,而使你们的施舍变为无效，犹如为沽名而 

施舍财产，并不信安拉和后世的人一样^他臂如一个光滑的 

他们不能获得他们所施舍的任何报酬。安拉是不引导不信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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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 黄牛章 

〔2S5〕施舍财产，以求安拉的喜悦并确定自身信仰的人，罾如高 

足以滋润^安拉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。〔266〕你们中有谁喜欢 

自己有一个种满海枣和葡萄，下临诸河，能出产很多果实的园 

圃,在自己巳老迈，而儿女还是弱小的时候，遭遇挟火的旋风， 

把自己的园圃，烧毁无遗呢？安拉为你们这样阐明许多迹象， 

以便你们思维。〔狀7〕信道的人们啊〖你们当分舍自己所获得 

的美品，和我为你们从地下出产的物品；不要择取那除非闭着 

眼睛，连你们自已也不愿收受的劣质物品，用以施舍。你们当 

丑事命令你们；安拉却应许你们赦宥和恩惠。安拉是宽大的 

是全知的，〔269〕他以智慧赋予他所意欲的人I谁禀陚智慧， 

谁确已获得许多福利。惟有理智的人，才会觉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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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工 黄牛章 

〔270〕凡你们所施的费用，凡你们所发的誓愿，都确是安拉所 

知道的。不义的人，绝没有任何援助者^〔271〕如果你们公开 

地施舍，这是很好的？如果你们秘密地施济贫民，这对于你们 

行为的^〔272〕引导他们，不是你的责任，但安拉引导他所意 

你们所施舍的任何美物，都是有利于你们fj己的，你 

们只可为求安拉的喜悦而施舍。你们所施舍的任何美物，你们 

都将享受完全的报酬，你们不受亏枉。〔273〕〔施舍〕应归那些 

的人，以为他们是富足的，因为他们不肯向人乞讨^你从他 

们的仪表可以认识他们，他们不会呶呶不休地向人乞讨。你 

们所施舍的任何美物，确是安拉所知道的0〔274〕不分昼夜， 

不拘隐M地施舍财物的人们，将在他们的主那里享受报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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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 黄牛章 

〔275〕吃利息的人，要象中了魔的人一样，疯疯癫癫地站起来 

这是闪为他们说“买卖恰象利息。”安拉淮许买卖，而禁lh利 

安拉判决。再犯的人，是火狱的居民，他们将永居其中。〔27G〕 

安拉褫夺利息，增加赈物。安拉不喜爱一切孤恩的罪人。〔277〕 

里享受报酬，他们将来没冇恐惧，也不会忧愁，〔278〕信道的 

人们啊!如果你们真是信士，那末，你们当敬畏安拉，当放弃 

余欠的利息.〔279〕如果你们不遵从，那末，你们当知道安拉和 

使者将对你们宣战。如果你们悔罪，那末，你们得收回你们的 

资本，你们不致亏枉別人，你们也不致受亏枉。〔狀0〕如果债务 

者是窘迫的，那末，你们应当待他到宽裕的时候；你们若把他 

所欠的债施舍给他，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，如果你们知道。〔281 

享受自己行为的宂全的报酬而不受亏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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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 黄牛章 

〔282〕倍道的人们啊!你们彼此间成立定期借贷的时候，你们 

应当写一张借券，清一个会写字的人，秉公代写。代朽人不得 

如果债务者是愚蠢的，成老弱的，或不能亲自口授的，那末，叫 

他的监护人秉公地替他!】授&你们当从你们的男人屮遨请两 

的现款交易，虽不写艾卖契约，对于你们是毫无罪过的。你们 

成立商业契约的时候，宜请证人，对代15者和作证者，不得加 

以妨害；否则，就是你们犯罪。你们应当敬畏安拉，安拉教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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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 黄牛章 

£〔283〕如果你们在旅行中〔借贷〕，而R没有代书的人，那末，可 

交出抵押品;如果你们中有—人信托另一人，那末，受信托的 

人，当交出他所受的信托物，当敬畏安拉——他的主。你们不 

要隐讳见证r谁隐讳见证，谁的心确是初罪的。安拉是全知你 

们的行为的。〔284〕天地万物，都是安拉的3你们的心事，无论 

加以表白，或加以隐i韦，安拉都要依它而淸算你们。然后，要 

赦宥谁，就赦宥谁；要惩罚谁，就惩罚谁。安拉对T万事是全 

能的。〔285〕使荞确信主所降示他的经典，信士们也确信那部 

〔他们说〕：“我们对于他的任何使若，都不加以歧视。”他们亂 

“我们听从了，我们恳求你赦宥;我们的主啊【你是最后的归宿， 

〔286〕安拉只依各人的能力而加以责成。各人要享受自己所行 

善功的奖赏，要遭遇自己所作罪恶的惩罚。“我们的主啊！求 

我们担负我们所不能胜任的。求你恕饶我们，求你赦有我们， 

求你怜悯我们。你是我们的保祐者，求你援助我们，以对抗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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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 仪姆兰的家属章 

第三章仪姆兰的家属 
(阿黎仪姆兰 

C1〕艾列弗，俩H，米目。〔 2〕安拉，除他外，绝无应受崇拜 

的;他是永生不灭的，是维护万物的。C 3〕他降示你这部包含真 

理的经典，以证实以前的一切天经;他曾降示《讨拉特》和《引支 

勒K 4〕于此经之前，以作世人的向导；又降示证据不信安 

拉的迹象的人，必定要受严厉的刑罚。安拉是万能的，是惩恶 

的。〔 5〕安拉确是天地间任何物所不能瞒的乂 6〕你们在子宫 

里的时候，他随M地以形状赋于你们。除他外，绝无应受崇拜 

的；他确是万能的，确是至睿的J 7〕他降示你这部经典，其中 

有许多明确的节文，是全迕的基本I还有别的许多隐微的节文 

心#邪念的人，遵从隐微的节文，企图淆惑人心，探求经义的究 

竟。只有安拉才知道经义的究竟。学问精通的人们说:“我们己 

确信它;明确的和隐微的，都是从我们的主那里降示的。椎有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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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 仪姆兰的家属章 

〔]0〕不信it者所存的财产和子嗣，对安拉的刑罚，不能裨益他 

们一丝毫。这等人是火狱的燃料5〔11〕〔他们的情状〕，犹如法 

那卧褥真恶劣! ”〔13〕你们确Q得到一种迹象，在交战的两军 

之中；一军是为主道而战的，一军是不信道的，眼见这一军有 

白己的两倍。安拉以他自己的祐助扶助他所意欲的人。对于 

有眼光的人，此屮确有一种鉴戒八14〕迷惑世人的，是令人爱 

好的事物,如妻子JL女、金银、宝藏、骏马、牲畜1禾稼等。这 

些是今肚生活的享受;而安拉那里，却有优美的归宿J〔15〕你 

里，享受下临诸河的乐园，他们得永居其中，并获得纯洁的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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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 仪姆兰的家属章 

〔16〕他们说：“我们的主啊!我们确已信道了，求你赦宥我们的 

罪过，求你使我们得免r火狱的刑罚。"a?〕他们是坚忍的，是诚 

实的，是顺从的，是好施的，是在黎明时求铙的。〔18〕 

作证：除他外，绝无应受崇拜的；众天神和一般学者，也这 

样作证=除他外，绝无应受崇拜的,他是万能的，是至#的〆19〕 

象，〔安拉不久就要惩治港〕，因为安拉确是清算神速的卞。〔20〕 

也n顺安拉。”你对呰受天经的人和不识字的人说「“你们已经n 

弃，那术，你只负通知的责仔> 安拉是明察众仆的a〔21〕对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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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 仪姆兰的家属章 

〔23〕难道你没奋看见曾受一部分天经的人吗？别人召他们去 

依据安拉的经典而判决争执时，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不愿接受 

他的判决，他们是常常反对真理的。〔24〕这是因为他们说: 

“火绝不接触我们，除非若干有数的日他们所捏造的，在 

他们的宗教方面，巳欺骗了他们。〔25〕在毫无可疑的一日，我 

将集合他们，那时人人都得享受『彳d行为的完全的报酬，毫无 

亏枉。在那日，他们怎样呢？〔26〕你说：“安拉啊!国权的主啊 

你要把国权赏赐谁，就赏赐谁;你耍把国权从谁T中夺去，就从 

谁手中夺id尔要使谁尊贵，就使谁尊贵；你要使谁卑贱，就使 

谁卑贱;福利H掌握在你的手里;你对于万事，确是全能的。〔27] 

你使夜入好，使昼入夜；你从无生物屮取出生物，从4:物中取出 

无生物；你无M地供给你所意欲的人〔28〕倍教的人，不可 

舍信士们而以不倍教者为盟友；谁犯此禁令，谁不得安拉的保祐, 

除非你们对他们有所畏惧〔而假意应酬]。安拉使你们防备他自 

隐讳，或加以表臼，安拉都是知道的。他知道天地万物。安拉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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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 仪姆兰的家属章 

〔30〕在那日，人人都要发现匕所作善恶的记录陈列在自己面 

你们防备他0己，安拉是仁爱众仆的。〔31〕你说:“如果你们 

喜爱安拕，就2顺从我；〔你们顺从我〕，安拉就苒爱你们，就赦 

宥你们的罪过。安拉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，〔32〕你说:“你们当 

服从安拉和使者，如果他们违背正道J卩末，安拉确是不喜爱 

不佶道的人的J〔33〕安拉确已拣选阿丹、努咍、易卜拉欣的 

贯的血统^真士是全聪的,足全知的，〔35〕当时，仪姆兰的 

女人说：“我的主啊f我誓愿以我腹里所怀的，奉献你，求你 

接受我的奉献。你确是全聪的，确是全知的，G6〕当她生了 

一个女孩的时候，她说；“我确已生了一个女孩/安拉是知道 

她所生的孩子的^男孩不象女孩一样我确已把她叫做麦尔 

彦，求你保祐她和她的后裔，免受被弃绝的恶魔的骚扰。” L37〕 

她的主接受了她，并使她健全的生长，且使宰凯里雅抚育她。 

宰凯里雅每次进内殿去看她，都发观她面前冇给养，他说:“麦 

尔彦啊！你怎么会冇这个呢？”她说：“这是从我的主那里降下 

的/安拉必定无量地供给他所怠欲的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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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 仪姆兰的家属章 

〔38〕在那里，宰凯里雅就祈祷他的主_说=“我的主啊！求你从 

宰凯里雅站在内殿中祈祷的时候，天神喊叫他说，安拉以叶哈 

雅向你报喜，他要证实从安拉发出的一句话t要投成尊贵的. 

克d的人，要变成-个善良的先知，〔40〕他说：“我的主啊I 

我确巳老迈T,我的妻子是不会生育的，我怎么会冇儿子呢？” 

天神说=“安拉如此为所欲为/’〔41〕宰凯里雅说:“我的主啊〖 

求你为我预定一种迹象，天神说:“你的迹象是你三H不说话， 

当时，天神说;“麦尔彦啊！安拧确已拣选你，使你纯洁，使你超 

越全此界的妇女，〔43〕麦尔彦啊!你当顺服你的主，你当叩头， 

它启示你；当他们用拈阄法决定谁当抚养麦尔彦的时候,你没 

有在扬，他们争论的时候，你也没有在场。〔45〕当时，天神说: 

M麦尔彦啊！安拉的确把从他发出的一句话向你报喜。他的名 

字是麦尔彦之子麦西哈*尔撒，在今世和后世都是有面子的， 

是亲近干安拉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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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 仪姆兰的家属章 

〔46〕他在摇篮里在壮年时都要对人说话f他将来是一个善人， 

C47〕她说;“我的主啊！任何人都没有和我接触过，我怎么会有 

儿子呢?”天神说，安拉要如此创造他所意欲的人。当他判决 

件事的时候，他只对那件事说声 <有、它就有了，〔48〕他要 

教他书法和智慧，《讨拉特》和《引支勒》，〔49〕他要使他去教化 

以色列的后裔a〔尔撒说我确B把你们的主所降示的一种 

迹象，带来给你们了。我必定为你们用泥做一个象鸟样的东 

两，我吹口气在里面，它就奉安拉的命令而飞动。我奉安拉的命 

令，能医治天然盲、大麻疯，又能使死者复活，又能把你们所吃 

的和你们储藏在家里的食物告诉你们。对于你们，此中确冇 

一种迹象，如果你们是信道的人“50〕C我奉命来〕证实在我之 

前降示的《讨拉特》，并为你们解除一部分禁令^我已昭示你们 

从安拉发出的一种迹象，故你们应当敬學安拉，应当服从我。 

〔51〕安拉确是我的主,也确是你们的也故你们应当崇拜他。这 

是正路。％〔52〕当尔撒确知众人不信道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谁为 

安拉而协助我众门徒说:“我们为安拉而协助你，我们已确信 

安拉，求你作证我们是!a顺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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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 仪姆兰的家属章 

〔53〕我们的主啊！我们已确信你所降示的经典，我们已顺从使 

者，求你使我们加入作证者的行列。”〔54〕他们用计谋，安拉 

“我必定要使你寿终，要把你擢升到我那里，要为你涤清不信 

道荞的诬蔑，要使紧跟随你的人，在不佶教的人之上，直到复 

〔56〕至于不信道的人，我耍在今世和后世，严厉地惩罚他们，他 

们绝没有任何援助者。〔57〕至于信道而且行善的人，安拉要 

使他们享受完全的报酬。安拉不弃爱不义的人。〔58〕这是我 

对你宣读的迹象，和济智的教训/〔59〕在安拉看来，尔撒确 

是象阿丹一样的。他用土创造阿丹，然后他对他说 

你们来吧【让我们召集我们各自的孩子；我们的妇女和你们 

的妇女，我们的自身和你们的G身，然后让我们祈祷安拉弃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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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仪姆兰的家属章 

〔62〕这确是真实的故事^除安拉外，绝无应受崇拜的。安拉确 

是万能的，确是至眷的。〔63〕如果他们背弃正道，那末，安拉 

对于作恶的人，确是全知的3〔64〕你说，信奉天经的人啊！你 

们来吧，让我们共同遵守一种双方认为公平的信条：我们大家 

只崇拜安拉,不以任何物配他，除安拉外，不以冋类为主宰， 

如果他们背弃这种信条，那末，你们说，诘你们作证我们是归 

顺的人。〔65〕信奉天经的人啊!你们为什么和我们辩论易卜拉 

欣c的宗教〕呢？ a寸拉特》和《引支勒》是在他弃世之后才降 

示的6难道你们不了解吗?C66〕你们这等人，己知道的事，固 

然可以辩论;怎么连自己所不知道的事，也要加以辩论呢？安 

拉知道，你们却不知道，〔67〕易卜拉欣既不是犹太教徒，也不 

是基督教徙。他是一个崇信正教、归顺安拉的人，他不是以物 

配主的人。〔6S〕与易卜拉欣最亲密的，确是顺从他的人，和这 

个先知，和信道的人。安拉是信士们的保祐者。〔69〕信奉天 

经的人中宥一部分人，希望使你们迷误，其实，他们只能使 

己迷误，他们却不自觉。〔70〕信奉夭经的人啊！你们明知安拉的 

迹象是真实的，你们为什么不信那些迹象呢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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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 仪姆兰的家属章 

.fTT ^3j( s 

〔71〕信奉天经的人啊！你们为什么明知故犯地以伪乱真，隐讳 

真理呢？ D2〕信奉天经的人中有一部分人说；“你们可以在早 

以表示确信信士们所受的启示，而在晚夕表示不倍，〔你们这 

样做〕，他们或许叛教。〔73〕你们只可以信任你们的教友。”你 

说，引导确是安拉的引导，难道因为別人获得象你们所获得的 

启示，或他们将在安拉那M与你们辩论，〔你们就这样用计〕 

吗?”你说:“恩惠确掌握在安拉手中，他把它赏赐他所意欲的人 

/安拉是宽大的，是全知的.〔74〕他为自己的慈恩而特选他 

所意欲的人，安拉是奋宏恩的。纟〔75〕倍奉天经的人中存这 

样的人：如果你托付他一千两黄金，他会交还你；他们中也有 

这样的人;如果你托付他一枚金币，他也许不交还你，除非你一 

再追究它。这是因为他们说:“我们不为不识字的人而受处分， 

他们明知故犯地假借安拉的名义而造谣。饤6〕诚然，凡践约而 

且敬畏的人，〔都是安拉所喜爱的〕，因为安拉确是喜爱敬畏者 

的。〔77〕以安拉的盟约和自己的盟誓换取些微代价的人，在后 

世不获恩典，复活fl，安拉不和他们说话，不睬他们，不涤清他 

们的罪恶，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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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 仪姆兰的家属章 

〔78〕他们中确有一部分人^篡改天经，以便你们把曾经篡改的 

的。”其实，那不是从安拉那里降示的，他们明知故犯地假借 

安拉的名义而造谣。C79〕一个人既蒙安拉赏赐经典、智慧和预 

言，他不致对世人说，你们做我的奴仆，不要做安拉的奴仆 

但〔他必说X. “你们当做崇拜造物主的人，因为你们教授天经I 

诵习夭经。”〔80〕他也不致教你们以众天神和众先知为主宰 

你们既归顺之后，他怎能教你们不信道呢？〔81〕当吋,安拉与 

众先知缔约说：“我已赏赐你们经典和智慧，以后有一个使者 

来证实你们所有的经典，你们必须确信他，必须辅助他/他说: 

“你们承认吗？你们E意为此事而与我缔约吗?”他们说：“我 

们承认了/他说:“那末，你们作证吧;我也和你们一同怍证。 

〔82〕此后，凡背弃约言的，都是罪人难道他们要舍安拉 

的宗教而寻求别的宗教吗？间时天地万物，不论白愿与否，都 

60 



姨j^4⑶k^j私！ 
菡4^^5心藥w 

OuL= (, 

<-^z^ UnjtSy^3 

uM^\B 3jj^:ptoMj公 
(SfJ^oi^5^°J>^]j ifrS ^ 

hj^ 
伽： ^ j^\ ><< Uj 

ufS^ 

⑤4以 



仪姆兰的家属章 

〔84〕你说，我们确信安拉，确信我们所受的启示，与易卜拉欣、 

易司马仪、易司哈格、叶尔孤白和各支派所受的启示，与穆萨、 

尔撒和众先知所受赐于他们的主的经典，我们对于他们中的 

任何人，都不加以歧视，我们只归顺他，〔85〕舍伊斯兰教而寻 

求别的宗教的人，他所寻求的宗教，绝不被接受，他在后世，是 

亏折的。〔86〕既表示信道，又作证使者的真实，且眼见明证的 

降临，然后表示不信，这样的民众，安拉怎么能引导他们呢? 

拉的弃绝与天神和人类的共冋的诅咒；〔88〕他们将永居火狱 

中，不蒙减刑，也不蒙缓刑3〔89〕惟后来悔过自新的人，〔将 

蒙赦宥〕，因为安拉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“90〕信道之后，又 

复不信，且变本加厉的人，他们的忏悔绝不被接受。这等人 

确是迷误的a〔91〕在世时没有信道，临死时仍不信道的人，即 

使以满地的黄金赎罪，也不被接受，这等人将受痛苦的刑罚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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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四 仪姆兰的家属章 

〔92〕你们绝不能获得全善，K到你们分舍自己所爱的事物。你 

们所施舍的，无论是什么，确是安拉所知道的JC93〕一切食物， 

对于以色列的后裔，原是合法的。除非在降示《讨拉特》之前易 

司拉仪力G己所禁除的食物。你说：“你们拿《讨拉特》来3面 

而造谣的人,都是不义的a〔95〕你说:“安拉所说的是实话, 

安拉是见证你们的行为的，你们为什么不信安拉的迹象呢? 

视你们的行为，[100]信教的人们啊!如果你们顺从曾受天经 

的一部分人，那未，他们将使你们在倍教之后变成+倍教的人&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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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四 仪姆兰的家属章 

正路。〔102〕信教的人们啊!你们当真实地敬畏安拉，你们不 

你们原是仇敌，而安拉眹合r你们的心，你们借他的思典才变成 

教胞；你们原是在一个火坑的边緣上的，是安拉使你们脱离那个 

成功的0〔105]你们不要像那样的人：在明证降临之后，自己 

分裂，常常争论；那等人，将受重大的刑罚^〔106〕在那日 

〔天神将对他们说]:“你们既信教之后乂不m教吗？你们因为不 

慈恩内f而永居其中。[108]这是安拉的迹象，其中包含真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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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w 仪姆兰的家属章 

人而被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，你们劝善戒恶，确信安拉。假若 

宵你们；如果他们和你们交战，他们将要败北，且不获援助 

〔II2〕他们无论在那里出现，都要陷于皁贱之中，除非借安拉 

的和约与众人的和约方能安届，他们应受安拉的硭怒，他们要 

陷T困苦之中。这是因为他们不信安拉的迹象，而且枉杀众 

先知，这又是因为他们违抗主命，超越法度夕〔113〕他们不是 

典，且为安拉而叩头。〔114〕他们确信安拉和末0，他们劝善戒 

恶，争先行善;这等人是善人D 〔115〕他们无论行什么善功，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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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四 仪姆兰的家属章 

C116〕不信道的人,他们的财产和子嗣，对安拉的刑罚，绝不能 

裨益他们一丝毫；这等人是火狱的居民，将永居其中<ai7〕 

上，就把它毁灭了。安拉没有亏枉他们4旦他们自欺。a 18〕信 

道的人们啊〖你们不要以不同教的人为心腹，他们不遗余力谋 

害你们，他们希望你们遭难，他们的n中巳吐露怨恨，他们的胸 

中所隐讳的*尤为恶毒。我确已为你们阐明许多迹象，如果你 

们是能了解的。〔119〕你们喜爱他们，他们却不喜爱你们，你 

私相聚会的时候，为怨恨你们而咬自己的指头。你说；“你们 

为怨恨而死亡吧! ”安拉确是全知心事的。〔120〕你们获得福利 

他们就忧愁;你们遭遇祸患，他们就快乐。如果你们坚忍而且 

敬畏，那末，他们的计谋就不能伤你们一丝毫&安拉确是周知 

他们的行为的。〔121〕当时，你在早晨从家里出去I把信士们 

布置在阵地匕安拉是全聪的，是全知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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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四 仪姆兰的家属章 

〔122〕当时，你们中有两伙人要想示弱；m是安拉是他们的保 

祐者。信士们只信托安拉吧！〔123〕白德尔之役，你们是无势 

力的，而安拉确巳援助了你们。故你们应当敬畏安拉，以便你 

们感谢。〔124〕当时，你对信士们说：“你们的主降下天神三千 

来援助你们，还不够吗？〔125〕诚然，如果你们坚忍，并且敬畏 

而敌人立刻来攻你们，那末，你们的主，将使袭尤的天神五千 

来援助你们。”〔126〕安拉只以这应许对你们报喜，以便你们的 

心境因此而安定^援助只是从万能的.至睿的安拉那黾降下 

的。〔127〕〔他援助你们〕，以便对于不信道的人，或剪除一部分， 

〔129〕天地万物，都是安拉的。他要恕饶谁，就恕饶iffe;要惩罚 

谁，就惩罚安拉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^〔13G〕信道的人们啊! 

你们不要吃重复加倍的利息，你们当敬畏安拉，以便你们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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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仪姆兰的家属章 

S〔133〕你们当争先趋赴从你们的主发出的赦有，和那与天地 

爱行善宥的。〔135〕敬畏:#，当做了丑事或自欺的时候, 

呢？——他们没有明知故犯地怙恶不悛& 036〕这等人的报酬 

是从他们的主发出的赦宥，和下临谪河的乐园，他们得永居其 

中。遵行#的报酬真优美！〔137〕有许多常道，巳在你们之前 

逝去了；故你们当在大地上旅行，以观察否认真理者的结局是 

怎样的，〔138〕这是对于世人的一种宣示，也是对于敬畏者的 

种向导和教训。〔139〕你们不要灰心，不要忧愁，你们必占优 

势，如果你们是倍道的人。〔140〕如果你们遭受创伤，那末，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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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四 仪姆兰的家属章 

〔141〕以便安拉锻炼倍道的人，而毁灭不信道的人〆142〕安 

U己得入乐园吗？〔〗43〕遭遇死亡之前,你们确已希望死亡;现 

在你们确已亲眼见到死亡了。〔144〕穆罕默德只是一个使者 

在他之前,有许多使荞，确已逝去了;如果他病故或阵亡，难道 

报酬感谢的人^〔145〕不得安拉的许可，任何人都不会死亡 

世的报酬；谁想获得后世的报酬，我给谁后世的报酬。我将报 

酬感谢的人/〗46〕冇许多先知，曾有些明ff和他们一同作战 

那些明哲没有为在主道上所遭遇的艰难而灰心f懈怠，屈服 

安拉是喜爱坚忍者的。〔147〕他们没有别的话，只说:“我们的主 

伐，求你援助我们以对抗不信道的民众/〔148〕故安拉将今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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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姆兰的家属章 卷四 

〔149〕信道的人们啊！如果你们顺从不信道的人，他们将使你 

们背叛，以致你们变成V折的人。〔150〕不然，安拉是你们的 

保祐#，是最优的援助者，〔15〗〕我要把恐怖投在不信道者的 

的归宿是火狱。不义若的归宿真恶劣。〔152〕你们奉安拉的 

命令而歼灭敌军之初，安拉确已对你们实践他的约言rs到了 

在他使你们看见你们所喜爱的战利品之后，你们竟示弱、内争、 

违抗〔使者的〕命令。你们中有贪恋今世的，有企图后世的^嗣 

后，他使你们离开敌人，以便他试验你们6他确已饶恕你们a安 

拉对于信士们是有恩惠的。S〔153〕当时，你们败北远遁，不 

敢回顾任何人;——而使者在你们的后面喊叫你们，安拉便以 

遇的惨败而惋惜，安拉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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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姆兰的家属章 卷四 

〔154〕在忧患之后，他又降安宁给你们，使你们中一部分人瞌 

安拉妄加猜测,他们说:“我们有一点胜利的希望吗?”你说: 

切事情，的确都是安拉所主持的/，他们的心里怀着不敢对你 

表示的恶意；他们说；“假若我们有一点胜利的希望，我们的 

做〕，以便他试验你们的心事，锻炼你们心中的信仰，安拉是全 

知心事的。”〔155〕两军交战之日，你们中败北的人，只因他们犯 

过，故恶魔使他们失足f安拉确已恕饶他们。安拉确是至赦的 

确是至容的。〔15«信道的人们啊！你们不要象不信道的人 

样；当他们的冋胞出门病故，或阵亡前线的时候，他们说:“假若 

他们冋我们坐在家里，那末，他们不致病故或阵亡。”〔你们不 

安拉能使死人复活，能使活人死亡0安拉是明察他们的行为的。 

〔157〕如果你们为主道而阵亡，或病故，那末，从安拉发出的赦 

宥和慈恩I必定比他们所聚集的C财产〕还要宝贵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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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四 仪姆兰的家属章 

〔158〕如果你们病故，或阵亡，那末，你们必定被集合到安拉那 

里^〔159〕只因为从安拉发出的慈恩，你温和地对待他们5假若 

你是粗暴的，是残酷的,那末，他们必定离你而分散；故你当恕 

饶他们，当为他们向主求饶，当与他们商议公事；你既决计行 

事，就当信托安拉，安拉的确喜爱信托他的人。〔16«如果安 

拉援助你们，那末，绝没有人能战胜你们。如果他弃绝你们 

托安拉！〔161〕任何先知，都不致于彳3蚀公物o谁侵蚀公物，在 

自己行为的完全的报酬，他们不受亏柱。〔162〕难道追求安拉 

真恶劣。〔163〕在安拉看來他们分为许多等级。安拉是明察 

他们的行为的。C164〕安拉确已施恩于信士们，因为他曾在他 

们中派遺了一个同族的使者，对他们宣读他的迹象，并且熏陶 

他们，教授他们天经和智慧，以前，他们确是在明显的迷误 

中的。〔165〕你们所遭受的损失，只奋你们所加给敌人的损失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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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姆兰的家属章 卷四 

〔166〕两军交战之日，你们所遭受的损失，是依据安拉的意旨 

的，他要认识确信的人，〔167〕也要认识伪信的人。有人对他们 

说:“你们来吧，来为主道而作战，或来自卫吧! ”他们说:“假若 

我们会打仗，我们必定追随你们，在那与其说他们是信道 

的人，不如说他们是不信道的人。他们n里所说的，并不是他 

们心里所想的。安拉最知道他们所隐讳的。〔168〕他们不肯参 

亡，你说:‘‘你们为自身抵御死亡吧，如果你们是诚实的，〔〗69〕 

自己的恩惠，他们又给那些还未赶上他们[留在人间]的教胞拫 

喜讯：将来没有恐惧，也不忧愁。C171]他们喜欢从安拉发出 

的赏赐和恩惠，并钍喜欢安拉不使佶士们徒劳无酬，〔172〕他 

们遭受创伤之后仍应安拉和使者的召唤，他们中行善而且敬畏的 

人,得享受重大的报酬9 [173]有人曾对他们说:“那些人确已 

为进攻你们而集合队伍了，故你们应包畏惧他们/这句i5却増 

监护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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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姆兰的家属章 卷KT 

〔174〕他们带着从安拉发出的赏赐和恩惠转回米，他们没裙遭 

个恶魔 

3畏惧我，如果你们是信道的人。〔176〕争先投入迷佶的人，不 

要让他使你忧愁&他们绝不能损伤安拉一丝毫D安拉欲使他 

们在后世没有福分r他们将受重大的刑罚3〔177〕以正信换取 

迷信的人,必定不能损伤安拉一丝毫，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 

〔178〕不信道的人绝不要认为我优容他们，对于他们更为冇利。 

我优容他们，只是要他们的罪恶加多。他们将受凌辱的刑罚 

〔179〕安拉不致T让佶士们常在你们的现状之下，C但他试验 

众使者。如果你们信道，而R敬畏，那末，你们将受重大的报 

酬3〔180〕吝惜安拉所赐的恩惠的人，绝不要认为他们吝惜 

对于他们是有益的，其实，那对于他们是有害的;复活日，他们 

所吝惜的C财产:U要像一个项圈一样，套在他们的颈项匕天 

地N的遗产，只是安拉的《安拉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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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ra 仪姆兰的家属章 

〔181〕安拉确已听见冇些人说；“安拉确是贫穷的，我们却是 

我要说：‘‘你们尝试烧灼的刑罚吧。〔182〕这是因为你们曾经 

犯罪，又因为安拉绝不是亏柱众仆的，〔183〕他们曾说："安拉 

物，你说;“在我之前，有许多使者已昭示你们许多明证，并昭 

示你们所谙求的;如果你们是诚实的，你们为什么要杀其他们 

呢?”〔184〕如果他们否认你，那末，在你之前，有许多使#都己 

被否认过，那些使荞，曾昭示他们许多明证、典籍,和灿烂的经 

典。〔185〕人人都要尝死的滋味^在复活日，你们才得莩受你 

们的完全的报酬。谁得远离火狱，而入乐园，谁已成功。今世 

的生活，只是虚幻的享受J〔186〕你们在财产方面和身体方面 

应该决心做的事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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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四 仪姆兰的家属章 

〔187〕当时，安拉与曾受天经的人缔约，说:“你们必为世人阐明 

天经，你们不可隐讳它。”但他们把它抛在背后，并以它换取些 

微的代价。他们所换取的真恶劣！〔188〕有些人对于自己做过 

认为他们将脱离刑罚，其实，他ff]将受痛苦的刑罚。〔I89〕天地 

的国权归安拉所有a安拉对下万事是全能的。U90)天地的创 

他们站着，坐着f躺着记念安拉，并思维天地的创造，〔他们说〕 

我们的主啊『你没有徒然地创造这个世界。我们赞颂你超绝 

万物，求你保护我们，免受火狱的刑罚。〔192〕我们的主啊! 

〔193〕我们的主啊！我们确已听见一个召唤的人，召人于正信 

人们死在一处。〔194〕我们的主啊！你曾借众使者的口而应许 

我们的恩惠，求你把它赏赐我们，求你在复活日不要凌辱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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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姆兰的家属章 卷四 

□ 95〕他们的主应答了他们：“我绝不使你们中任何一个行善 

迁居异乡者、被人驱逐者.为主道而受害者，参加战斗者.被 

这是从安拉发出的报酬。安拉那里，有优美的报酬 

恶劣！〔198〕敬畏主的人，却得享受下临诸河的乐园，而永居 

其中。这是从安拉那里发出的款待。在安拉那里的恩典，对于 

义人是更有益的。〔199〕信奉天经的人中，的确有人信仰安拉， 

信仰你们所受的启示，和他们所受的启示；同时，他们是敬事 

安拉的，他们不以安拉的迹象换取些微的代价，这等人，将在 

他们的主那里享受他们的报酬^>安拉确是清算神速的/200〕信 

道的人们啊!你们当坚忍，当奋斗，当戒备，当敬畏安拉，以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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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女章 卷四 

这窣是麦地那的，全章共计一七六节U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f〔l〕众人啊！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^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， 

他把那个人的配偶造成与他同类的，并11从他们俩创造许多男 

人和女人^你们当敬畏安拉——你们常假借他的名义,而要求 

相互的权利的主——当尊重血亲&安拉确是监视你们的，〔 2〕 

你们应当把孤儿的财产交还他们，不要以〔你们的〕恶劣的〔财 

们的财产，而加以#蚀。这确是大罪。〔3〕如果你们恐怕不能 

公平对待孤儿，那末，你们可以择娶你们爱悦的女人，各娶两 

只可以各娶一妻，或以你们的女奴为满足。这是更近于公平的。 

C4〕你们应当把妇女的聘仪，当做一份赠品，交给她们a如果她 

们心甘情愿地把一部分聘仪让给你们，那末，你们可以乐M地 

加以接受和享用。〔 5〕你们的财产，本是安拉给你们用来维持 

生汁的，你们不要把它交给愚人，你们当以财产的利润供给 

他们的衣食。你们当对他们说温和的言语。〔6〕你们当试验 

孤儿，直到他们达到适婚年龄;当你们看见他们能处理财产的 

时候,应当把他们的财产交还他们;不要在他们还没存长大的 

时候，赶快浪费地消耗他们的财产。富裕的监护人，应当廉洁 

自持;贫穷的监护人，可以取合理的生活费。你们把他们的财 

产交还他们的时候，应土请人作见证。安拉足为监察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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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女章 卷四 

〔7〕男子得享受父母和至亲所遗财产的一部分，女子也得享 

受父母和至亲所遗财产的一部分，无论他们所遗财产多寡，各 

人应得法定的部分0 C 8〕析产的时候，如有亲戚、孤儿1贫民在 

场，你们当以一部分遗产周济他们，并对他们说温和的言语。 

C 9〕假若自己遗下幼弱的后裔，自己就会为他们而忧虑；这等 

人，应当也为别人的孤儿而忧虑，应当敬畏安拉，应当[对临终 

自己的肚腹里，他们将入在烈火之中。〔11〕安拉为你们的子女 

个女子，那末，她得二分之一a如果亡人有子女,那末，亡人 

末，他母亲得六分之一，C这种分配〕，须在交付亡人所嘱的遗 

你们的父母和子女，谁 

对于你们足更有裨益的，你们不知道——这是从安拉降示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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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四 妇女章 

S〔12〕如果你们的妻室没有子女，那末，你们得受她们的遗产的 

二分之一。如果她们有子女，那末，你们得受她们的遗产的四 

分之一。C这种分配〕，须在交付亡人所嘱的遗赠或清偿亡人所 

产的四分之一。如果你们有子女，那末,她们得你们遗产的八 

分之一。〔这种分配〕，须在交付亡人所嘱的遗赠或清偿亡人 

所欠的债务之后，如果被继承的男子或女子，上无父母，下无 

于女，只有〔同母异父的〕一个弟兄和一个姐妹，那木，他和她， 

各得遗产的六分之一&如果被继承者有〔同母异父的）更多的兄 

配〕，须在交付亡人所嘱的遗赠或淸偿亡人所欠的债务之后，但 

令。安拉是全知的，是至容的，〔13〕这些是安拉的法度，谁 

服从安拉和使者，安拉将使_入那下临诺河的乐园，而永居 

其中。这是伟大的成功。〔14〕谁违抗安拉和使者，并超越他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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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妇女章 

〔15〕你们的妇女，若作丑督，你们当在你们的男人中寻求四个 

人怍见证;如果他们已作见证，你们就应当把她们拘留在家里， 

主只赦宥无知而作恶，不久就悔罪的人；这等人，安拉将赦宥 

他们,安拉是全知的，是至睿的。〔18〕终身作恶，临死才说£ “现 

你们收间你们所给她们的一部分聘仪，除非她们作了明显的丑 

忍受她们〕，因为，或许你们厌恶一件事，而安拉在那件事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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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四 妇女章 

〔20〕如果你们休一个妻室，而另娶一个妻室，即使你们巳给 

过前妻一千两黄金，你们也不要取回一丝毫^难道你们要加以 

诬蔑和V柱而把它取回吗？ Q1〕你们怎能把它取回呢？你们既 

已间床典枕，而且她们与你们缔结过一个坚实的盟约。〔22〕 

是一件丑事，确是一种可恨的行为，这种习俗真恶劣！〔23〕安 

曾与她们的母亲同房的，如果你们与她们的母亲没有同房，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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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五 妇女章 

ft C24〕〔他义严禁你们娶〕有丈夫的妇女，但你们所管辖的妇 

你们是合法的，你们可以借自己的财产而谋与妇女结合，佴你 

应2把已决定的聘仪交给她们。既决定聘仪之后，你们双方同 

怠的事，对于你们是毫无罪过的。安拉确是全知的，确是至睿 

的，〔25〕你们当中在能力方面谁不能娶信道的自由女，谁可 

贞节的，不可是淫荡的，也不珂是有情人的。她们既婚之后，如 

果作了见事，那末，她们应受自由女所应受的刑罚的一半。这 

明礼义，并指示你们先民的法程，且赦宥你们3安拉是全知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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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五 妇女章 

〔27〕安拉欲赦宥你们，而顺从私欲者，却欲你们违背真理。〔28〕 

〔30〕谁为过分和不义而犯此严禁，我要把谁投入火狱，这对于 

安拉使你们互相超越，你们当安分守己；不要妄冀非分；男人 

将因他们的行为而受报酬，妇女也将因她们的行为而受报酬 

的。〔33〕我为男女所遗的每一份财产而规定继承人，即父母 

和至亲，以及你们曾与她们缔结婚约的人，你们应当把这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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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五 妇女章 

C34〕男人是维护妇女的，因为安拉使他们比她们更优越，又因 

为他们所费的财产。贤淑的女子是服从的，是借安拉的保祐 

如果你扪怕夫妻不睦，那末，你们当从他们俩的亲戚中各推 

个公正人，如果两个公止:人欲加以和解，那末，安拉必使夫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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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五 妇女章 

确信安拉和末日，并分舍安拉所賜T他们的财物，这对于他们有 

什么妨宵呢1安拉是全知他们的。[40]安拉必不亏枉人 

如果有人有-丝毫善功，他要加倍地酬劳他f并且以他那1的重 

召你来作证这等人的时候，〔他们的情状〕将怎样呢？ 〔42]不 

的时候不要礼拜，直到你们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话；除了过路 

至赦的a [44〕你没有看见吗？曾受一部分天经的人，以正道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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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五 妇女章 

〔45〕安拉是最了解你们的敌人的。安拉足为保祐者，安拉足为 

援助者。〔46〕犹太教徒中有一群人篡改经文，他们说：“我们 

听而不从”,“愿你听而不闻”,“拉仪那' 这是因为巧言谩骂 

诽镑正教。假若他们说E “我们既听且从”，“你听吧”，“温助尔 

弃绝他们，故他们除少数人外都不信道&〔47〕曾受天经的人 

新经，这部新经能证实你们所有的古经。安拉的判决是要被 

欲的人而赦宥比这差一等的罪过d谁以物配主，谁已犯大罪 

了。U9〕难道你没有看见0称清白的人吗？不然，安拉使他 

所意欲的人淸白，他们不受一丝毫的亏枉6〔50〕你看:他们怎 

样假借安拉的名义而造谣！这足以为明白的罪恶。〔51〕难道 

你没有看见吗？曾受一部分天经的人，确信偶像和恶魔。他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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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五 妇女章 

〔52〕这等人，是安拉所弃绝的；安拉弃绝_，你绝不能为谁发 

现他有任何援助者。〔53〕难道他们有一部分国权吗？假若他 

们有，那末，他们不给别人一丝毫D〔54〕难道他们嫉妒别人享 

受安拉所赐的恩惠吗？我确巳赏赐易卜拉欣的后裔天经和智 

慧，我又赏赐他们一个广大的国土，05〕他们中有确信他的 

必定使他们入火狱，每当他们的皮肤烧焦的时候，我另换一套 

的。〔57〕信道而且行善者，我将使他们入下临诸河的乐园，而 

恒的庇荫中。？〔58〕安拉的确命令你们把一切受信托的事物交 

安拉用来劝戒你们的事物真优美【安拉确是全聪的，确是全 

明的。〔593信道的人们啊！你们当服从安拉，应当服从使# 

和你们中的主事人，如果你们为一件事而争执，你们使那许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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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五 妇女章 

们来向安拉和使行起诉吧'你会看到伪信者回避你。〔62〕因为 

曾经犯r罪而遭遇灾难，然后，他们会來见你而指安拉发齊说 

我们只图亲善与和解，在那时，你将怎么办呢？〔63〕这等人， 

安拉足知道他们的心事的，故你3宽恕他们，当劝戒他们，卞! 

对他们说惊心动魄的话。〔64〕我派逍使者，只为耍人奉安拉 

的命令而服从他。他们自欺的时候，假若他fn来见你，而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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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五 妇女章 

〔66〕假若我命令他们说:“你们自杀或离乡吧r他们除少数人 

夕卜r都不遵命。假若他们遵行自己所受的劝戒，这对于他们 

必定是裨益更多的，使他们的信仰更加坚定的^〔67〕如果那样， 

我必定赏赐他们从我那里发出的重大的报酬，〔68〕我必定指 

引他们一条正路。〔69〕凡服从安拉和使者的人，都与安拉所 

祜祐的众先知，忠信的人，殉教的人，善良的人同在这等人r 

是很好的伙伴。〔70〕这是从安拉发出的恩惠6安拉足为全 

知若。〔71〕佶道的人们啊！你们当有戒备，故当部分动员，或 

全体动员0 〔72〕你们中的确有人逗留在后方，如果你们逍遇 

灾难，他就说:“安拉确巳祜祐我，因为我没有同他们在前方， 

〔73〕如果从安拉发出的恩惠降临你们,他必定说：——在你们 

与他之间好象没有一点友谊一样——“但愿我曾与他们同在 

前方，而获得伟大的成功，[74]〔让那些为主道而战斗的信士 

们]消灭以后世生活而换取今世生活的人！谁为主道而战斗，以 

致杀身成仁，或浓故致果，我将赏賜_黾大的报酬。 

89 





卷i 妇女章 

〔75〕你们怎么不为〔保护〕主道和〔解救〕老弱妇孺而抗战呢?他 

们常说：“我们的主啊！求你从这个虐民所居的城市里把我们 

救出去。求你从你那里为我们委任一个保护者,求你从你那里 

为我们委任一个援助者/〔76〕信道者f为主道而战;不信道者 

为魔道而战；故你们当对恶魔的党羽作战》恶魔的计策，确是 

脆弱的。〔77〕难道你没有看见吗？冇人曾对他们说:“你们当 

制止自己的武力，当谨守拜功，当完纳天课/当安拉以作战为 

他们的定制的时候，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畏惧敌人，犹如畏惧 

战为我们的定制呢？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延迟到一个临近的口 

期呢?”你说，今世的享受，是些微的；后世的报酬，对于敬畏 

者，是更好的^你们不受一丝毫亏枉，〔78〕你们无论在什么 

们获得福利，他们就说：“这是安拉所降赐的/如果他们遭遇 

祸患，他们就说：“这是你所召致的，你说:“祸福都是安拉所 

降的。”这些民众，怎么几乎一句话都不懂呢？〔79〕凡你所享 

我派遺你以使者的资格去教化众人，安拉足为见证, 

90 



㈡你 池吻 

4 

35^S 

•U sIj^^j^j J^SlS ^V}\L^4Ii aSAIS- cJjo 

；j 爲 

押_购鞠 
^^j' 如4y^ j^j3j ^y^j} 

㉞淑,％ 
li^l^ mjy^ 

^4^W迄務麵 

翕4^彡办趨漆iife^ 

a!1^j^^===c1S 

气、 



卷五 妇女章 

〔80〕谁服从使者，谁确已服从安拉；谁违背〔使者，你不要管 

谁〕，因为我没有派你做他们的监护者6〔81〕他们说，遵命。” 

所说的话，安拉是要记录他们的阴谋的。故你当宽恕他们，当 

信托安拉。安拉足为受托者^〔82〕难道他们没有研究《古兰经》 

吗?假如它不是安拉所启示的，他们必定发现其中冇许多差别。 

〔83〕当安全或恐怖的消息到达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加以传播 

假若他们把消息拫告使者和他们中主事的人，那末，他们中能 

恩惠和慈恩，那末，你们除少数人外，必d顺从恶魔广。〔84〕 

士们努力抗战，也许安拉阻止不信道者的迫害&安拉的权力是 

更强大的，他的惩罚是更严厉的。〔85〕谁赞助善事，谁得一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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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五 妇女章 

〔87〕安拉——除他外，绝无应受崇拜的——在毫无疑义的复活 

么因诈伪者而分为两派呢？同时，安拉已为他们的营谋而使 

他们倒行逆施了，安拉已使他们迷误了，难道你们还想引导他 

们吗？安拉使谁迷误,你绝不能替谁发现一条归正的道路。〔89〕 

他们希望你们象他们那样不信道，使你们成为他们的同党。故 

你们不可以他们为盟友，直到他们为主道而迁移。如果他们 

们不要以他们为盟友，也不要以他们为援助者，〔90〕除非他们 

逃到曾与你们缔约的民众那里，或来归顺你们，既不愿对你们 

作战，又不愿对他们的宗族作战。假若安拕意欲，他必使他们 

占优势，而他们必进攻你们。如果他们退避你们，而不进攻你 

将发现別的许多人f想从你们获得安全，也想从他们的宗族获 

得安全；他们每逢被召于迫害，他们都冒昧地参加。如果他们 

不退避你们，不投降你们，不停止作战,那末f你们在那里发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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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五 妇女章 

〔92〕信士不致于杀害信上，除非是误杀D谁误杀一个信士，谁 

与。被杀的信士，如果他的宗族是你们的敌人，那末，凶手应 

当释放一个信道的奴隶。如果被杀者的宗族是你们的盟友，那 

末，凶手应当以血锾交付尸亲，并释放一个信道的奴隶。谁不 

能释放奴隶，谁当连续斋戒两月，这是因为安拉准许他悔过 

那里有丰富的福利。以前，你们是象那样的。但安拉施恩于你 

们，故你们应当事事审慎。安拉确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。 

93 





卷五 妇女章 

〔95〕没有残疾而安坐家中的信土，与凭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主 

奋斗的人，安拉使他们超过安坐家中的人一级。安拉应许这 

级，赦宥、和慈恩。安拉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。〔97〕在自欺 

的情状之下众天神使其死亡的人，众天神必定问他们说：“生 

前你们是在什么情状之下呢[”他们说:“我们在地方上是被 

人欺负的，他们问：1 ‘难道安拉的大地不是宽阔的、能容你们 

迁移的吗?”这等人的归宿是火狱，那是一个恶劣的归宿a〔98〕 

惟老弱和妇孺，他们既无力迁移，又不认识道路，〔99〕这等人， 

安拉或许恕饶他们。安拉是至恕的，是至赦的J〔100〕谁为 r- 

家中出走，欲迁至安拉和使荞那里，而中途死亡，安拉必报酬 

谁。安拉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&〔101〕当你们在大地h旅行的 

迫害你们。不信道者，确是你们的明显的仇敌^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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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五 妇女章 

〔102〕当你在他们之间，而你欲带领他们礼拜的时候，教他们 

来N你礼拜，教他们也要谨慎戒备，并携带武器。不信道的 

人，希望你们忽视你们的武器和物资，而乘机袭击你们。如果 

你们为雨水或疾病而感觉烦难，那末，放下武器对于你们是无 

罪的^你们当谨慎戒备。安拉确巳;V不信道的人而预备凌蓐 

的刑罚。〔103〕当你们完成拜功的时候，你们当站着，坐着、躺 

着记念安拉D当你们安宁的时候，你们当谨守拜功。拜功对于 

信士，确是定时的义务。at)4〕你们对于追逐敌人，不要懈怠 

如果你们感到痛苦，那末，他们确是象你们一样感到痛苦的 

你们希望从安拉那里获得他们所不能希望的报酬。安拉是全 

知的，是至睿的u〔105〕我确d降示你包含真理的经典，以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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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五 妇女章 

〔106〕你当向安拉求饶。安拉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。〔107〕 

他们躲避世人，而不躲避安拉I其实，当他们策划安拉所不喜 

为的^〔109〕你们这些人啊！在今世生活中，你们替他们辩护 

复活日，谁替他们辩护呢？谁做他们的监护者呢？〔110〕谁作 

恶或自欺，然后向安拉求饶，谁将发现安拉是至赦的，是至慈 

的。〔111〕谁犯罪，谁自食其果。安拉是全知的，是至睿的 

〔112〕谁犯过或犯罪，然后以那种罪过侮蔑无辜者，谁确已负 

诽谤和明显的罪恶的责任。〔113〕假若没有安拉赐你恩惠和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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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五 妇女章 

善、或劝人和解者〔秘密的谈话〕除外，谁为求安拉的喜悦而 

作此事，我要赏赐谁重大的报酬，〔1】5〕谁在认清正道之后反 

对使而遵循非信士的道路，我将听谁自便，并使他入于火 

狱中，那是一个恶劣的归宿。〔116〕安拉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 

罪恶，他为D己所怠欲的人赦宥比这差一等的罪过，谁以物配 

主，谁已深陷迷误了。am除安拉外，他们只祈祷女神，只祈 

祷无善的恶魔。〔118〕愿安拉弃绝他！他说：“我必定要从你的 

仆人中占有一定的数量，〔119〕我必使他们迷误，必使他们妄 

想，必命令他们割裂牲畜的耳朵，必命令他们变更安拉的所造 

物，谁舍安拉而以恶魔为主宰，谁确已遭受明显的亏折 

〔120〕他应许他们，并使他们妄想——恶魔只为诱惑而应 

许他们——〔121〕这等人的!n宿是火狱，他们无处逃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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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五 妇女章 

〔122〕信道而且行善者，我将使他们入于下临诸河的乐园，而 

实呢？〔123〕〔他的应许〕，不是借你们的妄想可以获得的，也 

不是借信奉天经者的妄想可以获得的。谁作恶，谁受恶报，除 

安拉外，他不能为自己找到任何保护者，和任何援助若t C124〕 

信士和信女，谁行善谁得入乐园，他们不受丝毫的亏枉〆125〕 

全体归顺安拉，且乐善好施，井遵守崇正的易卜拉欣的宗教的 

交„〔126〕天地万物，只是安拉的&安拉是周知万物的。〔127〕 

他们请求你解释关于女子的律例，你说:“安拉将为你们解释 

关于她们的律例，此经中常对你们宣读的明文内，（:有若干律 

例〕，有关于你们既不愿交付其应得的遗产，又不愿娶以为妻的 

孤女的，有关于被人欺负的儿童的，有教你们公平地照管孤儿 

的&无论你们所行的是什么善事f安拉确是全知的^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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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五 妇女章 

〔128〕如有妇女，恐遭丈夫的鄙弃或疏远，那末，他们俩的和解 

们贪爱公平，你们也绝不能公乎地待遇众妻；但你们不要完全 

偏向所爱的，时使被疏远的，如悬空中。如果你们加以和解，而 

且防备虎待，那末，安拉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。〔130〕如果 

他们俩离婚，那末，安拉将借其宏恩而使他们俩互不相求。安 

拉是宽大的，是至睿的^〔i31〕天地万物，只是安拉的。我确 

已嘱咐在你们之前曾受天经的人，也嘱咐你们说；“你们当敬 

畏安拉，如果你们孤恩，那末，你们须知天地万物只是安_ 

的，安拉是无求的，是可颂的，〔132〕天地万物，只是安拉的， 

安拉足为监护者&〔133〕如果安拉意欲，他就毁灭你们这些人 

而以别的民众代替你们3安拉对于这忭事，是全能的。〔]34〕 

谁欲享今世的报酬，C你就告诉谁〕，安拉那里有今世和后世 

的报酬。安拉是全聪的，是全明的, 

99 





卷五 妇女章 

S〔135〕信道的人们啊！你们当维护公道，当为安拉而作证，即 

使不利于你们自身，和父母和至亲。无论被证的人，是富足的 

还是贫穷的，你们都应当秉公作证;安拉是最宜于关切宮翁和 

或拒绝作证，那末，安拉确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。C13S〕信道的 

人们啊！你们当确信安拉和使者，以及他所降示给使者的经 

叛道，而叛逆H增的人，安拉不会赦宥他们，也不会指引他们 

任何道路^〔13S〕你通知伪信者，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。〔139〕 

求得权势吗？其实，一切权势全是安拉的。〔140〕他确已在这 

经典中启示你们说t “当你们听见安拉的迹象被人否认而加以 

嘲笑的时候，你们不要与他们同座，直到他们谈论别的话f否 

则，你们必与他们冋罪，安拉必定把伪信者和不信者全体集 

合在火狱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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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五 妇女章 

〔141〕他们是期待你们遭遇灾难的。如果你们获得从安拉发出 

的胜利，他们就说/难道我们没有和你们共同作战吗?”如果 

不信道若幸而战胜，他们就说；“难道我们没有战胜你们，并且 

安拉绝不让不信道者对信道的人冇任何途径。〔1C〕伪信者 

的确想欺骗安拉，他将以他们的欺骗回报他们。当他们站起来 

去礼拜的时候，他们懒洋洋地站起来，他们沽名钓誉，他们只稍 

稍记念安拉。〔143〕他们动摇于佶道与不信道之间，既不归这 

等人，也不归那等人。安拉使谁迷误，你绝不能替谁发现一条 

佶道者为盟友，你们欲为安拉立 

〔145〕伪信者必堕入火狱的最下M，你绝不能为他们发现任何援 

助若。〔146〕惟侮罪0新，信托安拉，且为安拉而虔诚奉教的 

人，是与信士们同等的；安拉将以重大的报酬赏赐信士们 

〔]47〕如果你们感恩而且信道，安拉何必惩罚你们呢？安拉是 

博施的，全知的&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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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 妇女章 

«〔148〕安拉不苒爱C任何人〕宣扬恶事，除非他是被人亏柱的D 

恕的，确是全能的D〔150〕有些人不信安拉和众使荇，存些人 

倍另一部分。”他们欲在信否之间采取一条道路。〔151〕这等人 

确信安拉和众使者，而不歧视任何使荇的人，他将以他们〔应 

得〕的报酬赏赐他们。安拉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。〔153〕信奉 

天经的人，请求你从天上降示他们一部经典。他们确巳向穆 

之后，他们乂认犊为神，但我已恕饶这事。我曾赏赐穆萨 

们说:“你们在安息日不要超过法度。”我曾与他们缔结一个严 

重的盟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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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 妇女章 

C155D〔我弃绝他们〕f因为他们破坏盟约，不信安拉的迹象，枉 

不信道而封闭了他们的心，故他们除少数人外，都不佶道。 

〔156〕又因为他们不信尔撒，并且对麦尔彦捏造一个垔大的诽 

谤。〔157〕又因为他们说：“我们确已杀死麦尔彦之子麦西哈 

尔撒，安拉的使者。”他们没有杀死他，也没有把他钉死在十 

字架上，但他们不明白这件事的真相。为尔撒而争论的人，对 

于他的被杀害d角是在迷惑之中&他们对于这件事，毫无认识 

不过裉据猜想罢了。他们没能确实地杀死他。〔158〕不然，安 

安拉是万能的，是至睿的。C159〕 

享受的许多佳美食物，因为他们多行不义，常常阻止人遵循主 

道，〔161〕且违禁而取利息，并借诈术而径蚀别人的钱财，我 

问渊博的，确信iT:道的——确信降示你的经典，和在你之前 

所降示的经典——和谨守拜功的，完纳天课的，和确信真 

103 



yy\ 

: 

S3 



卷六 妇女章 

s〔163〕我确已启示你，犹如我启示努哈和在他之后的众先知一 

样，也犹如我启示易h拉欣、易司马仪、易司哈格.叶尔孤白各 

逋尔》赏赐达五德。〔164〕我确G派遣许多使苦，他们中有我在 

〔165〕我曾派造许多使若报喜信，传警告，以免派遣使者之后 

世人对安拉有任何托辞。安拉是万能的，至容的J166〕但安拉 

作证他所降示你的经典是真实的——他降示此经时，自知其 

内容——众天神也M样作证，安拉足为见证。〔167〕U己不信 

倍正道而旦多行不义的人，安拉不致于赦宥他们，也不致于指 

引他们任何道路；〔169〕除非是火狱的道路，他们将永居其中。 

这事对于安拉是容易的。〔170〕众人啊！使者确巳昭示你们从 

物，确是安拉的&安拉是全知的，足至睿的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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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 妇女章 

〔171〕信奉天经的人啊！你们对于自己的宗教不要过分，对于 

安拉不要说无理的话。麦西哈■尔撒——麦尔彦之子,只是安 

超绝万物，他绝无子嗣，天地万物只是他的安拉足为见证。 

C]72〕麦西哈绝不拒绝做安拉的奴仆，蒙主眷顾的众天神，也绝 

他要把他们全体集合到他那里^ C173)至于信道而且行善的人 

拒绝为仆，而几妄自尊大者，他要以痛苦的刑罚惩治他们。除 

安拉外,他们不能为自己获得任何保护者，也不能获得任何援 

助者^〔174〕众人啊！从你们的主派遣来的明证确已来临你 

且坚持其天经的人，他将使他们入在从他发出的慈恩和恩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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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 筵席章 

〔176〕他们请求你解释律例。你说，安拉为你们解释关于孤独 

人的律例。如果一个男人死了，他没有儿女，只有一个姐姐或妹 

妹，那末，她得他的遗产的二分之一；如果她没有儿女，那他就 

继承她。如果他的继承人是两个姐姐或妹妹，那末，她们俩得遗 

产的三分之二；如果继承人是几个兄弟姐妹，那末，一个男人 

这章是麦地那的，全章共计一二O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信道的人们啊！你们当履行各种约言。除将对你们宣 

读茗外，准许你们吃一切牲畜，但受戒期N，或在禁地境内，不 

要猎取飞禽走兽^安拉必定判决他所欲判决的。〔2〕倍道的 

人们啊！你们不要亵渎安拉的标识和禁月，不要侵犯作牺牲用 

的牲畜，不耍破坏那些牲畜的项圈，不要伤害朝觐禁寺以求主 

阻Lh你们进禁寺，你们绝不要为怨恨他们而过分。你们当为正 

因为安拉的刑罚确是严厉的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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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 筵席章 

〔3〕禁止你们吃自死物、血液i猪肉，以及诵非安拉之名而宰 

杀的、勒死的、捶死的、跌死的、觝死的、野兽吃剩的动物，但宰 

后才死的，仍然可吃；禁止你们吃在神石上宰杀的;禁止你们 

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，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，我已选 

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。凡为饥荒所迫，而无意犯罪的，〔虽吃 

禁物，毫无罪过〕*因为安拉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a〔4〕他 

物，也是可以吃的;你们放纵鹰犬的时候，当诵安拉之名，并当 

敬畏安拉。安拉确是洁筧神速的，〔5〕今天，准许你们吃一切 

食榭，对于他们也是合法的。信道的自由女，和曾受天经的自 

但你们应3是贞节的，不可是淫荡的，也不可是有情人的3隹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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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 筵席章 

的，你们就当洗周身。如果你们害病或旅行，或从廁所来，或与 

妇女交接，而得不到水，你们就当趋向淸洁的地面，而用一部分 

伙人而不公道，你们当公道，公道是最近于敬畏的。你们当敬 

艮安拉。安拉确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0〔9〕信道而且行善的人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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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 筵席章 

〔10〕不信道而且否认我的迹象的人，是火狱的居民。〔11〕佶道 

的人们啊! 

欲对你们施展武力，但安拉为你们抵御他们的武力f你们当敬 

畏安拉D教信士们只信托安拉J〔12〕安拉与以色列的后裔确 

们，并以善债借给安拉，我必勾销你们的罪恶，我必让你们进入 

下临诸河的乐园u此后，谁不信道，谁已迷失了正路/’〔13〕只 

为他们破坏盟约，我弃绝了他们，并使他们的心变成坚硬的 

他们篡改经文，并抛弃自己所受的一部分劝戒&除他们中的 

少数人外，你常常发见他们的奸诈，故你当饶恕他们，原谅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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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 筵席章 

ao自称基晋教徒的人，我曾与他们缔约，但他们抛弃s己所 

受的一部分劝戒，故我使他们互相仇恨，至于复活nD那时，安 

确已从安拉降临你们。〔16〕安拉要借这部经典指引追求其喜 

哈的人，确已不信道了。你说；“如果安拉欲毁火麦西哈和他 

的母亲麦尔彦，以及大地上的一切人，那么，谁能干涉安拉 

丝毫呢? ”天地万物的国权，只是安拉的，他创造他所欲创造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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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 筵席章 

〔18〕犹太教徙和基督教徒都说：“我们是安拉的儿子，是他心 

实，你们是他所创造的人e他要赦宥谁，就赦宥谁；要惩罚i隹 

就惩罚谁0天地万物的国权，只是安拉的；他是最后的归宿 

〔19〕信奉天经的人呀！在众夭使〔的统道〕中断之后，我的使者 

报喜者和警告者来临我们。” 一个报喜者和替告者，确已来临 

族说:“我的宗族呀！你们当记忆安拉所赐你们的恩典，当时 

他&你们中派遺许多先知，并使你们人人自主，而且把没有给 

过全世界任何人的〔恩典〕给了你们g〔21〕我的宗族呀！你们 

当进安拉所为你们注定的圣地，你们不可败北i否则，你们要 

变成亏折的人，〔2幻他们说；“穆萨呀！圣地中，的确冇一个 

他们俩说：w你们从城门进攻他们吧！你们攻进城门的时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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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 筵席章 

〔24〕他们说:“穆萨啊！他们在圣地的期间，我们绝不进去。你 

和你的主去作战吧！我们必定要坐在这里，〔25)他说；“我的 

主啊！除我自己和我哥哥外，我不能作主，我求你使我们和犯 

罪的民众分开C26〕安拉说，在四十年内，他们不得进入圣地 

他们要漂泊在旷野;故你不要哀悼犯罪的民众，S〔27〕你当如 

实地对他们讲述阿丹的两个儿子的故事a当时,他们俩各献 

我必杀你。”这个说；“安拉只接受敬毘者的供物&〔28〕如果 

你将成为火狱的居民D这是不义者的报酬，〔30〕他的私欲撺 

掇他杀他的弟弟，故他杀了他之后，变成了亏折的人。〔31〕安 

起来呢?”于是，他变成悔恨的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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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 筵席章 

〔32〕因此，我对以色列的后裔以此为定制：除因复仇或乎乱外 

凡柱杀一人的，如杀众人；凡救活一人的，如救活众人u我的 

众使者< 确已昭示他们许多迹象。此后，他们中许多人f在地 

他们的报酬，只是处以死刑，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或把手脚交 

互着割去，或驱逐出境&这是他们在今世所受的凌辱；他们 

在后世，将受重大的刑罚。〔34〕惟在你们能惩罚他们之前已 

经悔罪的人，你们须知安拉对于他们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。 

〔35〕信道的人们啊！你们当敬畏安拉，当寻求亲近安拉的媒 

大地上的_切都归他们所有，再加上同样的一份，而用全部财 

那么，他们的赎金+蒙接受，他们 

将受痛苦的刑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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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 筵席章 

〔37〕他们想从火狱里出来，但他们绝不得出来，他们将受來恒 

俩的罪行，以示真主的惩戒。安拉是万能的，是至锝的D〔39〕 

谁在不义之后悔罪自新，安拉必赦宥谁。安拉确是至赦的，确 

是至慈的。〔40〕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安拉有天地的国权，他要 

惩罚淮，就惩罚谁> 要赦宥_，就赦宥谁g安拉对于万事是全 

能的。冑U1〕使者啊〖那些口称信道，而内心不信的人，和原奉 

犹太教的人，他们中都有争先叛道的人，你不要为他们的叛 

民众而探听U肖息〕的，那些民众，没有米看你，他们篡改经文， 

他们说=“如累给你们这个c判决〕，你们就可以接受;如果不给 

你们这个，就慎勿接受。”安拉要惩罚谁,你绝不能为谁干涉安 

凌辱，在后世要受重大的刑罚^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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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 筵席章 

你拒绝他们，他们绝不能伤害你一丝毫，如果你给他们判决， 

其中冇安拉的律例，怎么还要请你判决，而后又违背你的判决 

向导和光明，归顺安拉的众先知，曾依照它替犹太教徒进行判 

信道的人。〔45〕我在《讨拉特》中对他们制定以命偿命，以眼 

愿不究的人，得以抵偿权自赎其罪责。凡不依安拉所降示的经 

典而判决的人，都是不义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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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 筵席章 

《讨拉特》，并赏赐他《引支勒》，其中有向导和光明，能证实在 

不依安拉所降示的经典而判决的人，都是犯罪的，〔48〕我降示 

故你当依安拉所降示的经典而为他们判决，你不要舍弃降临 

种教律和法程。如果安拉意欲，他必使你们变成一个民族^ 

但他把你们分成许多民族，以便他考验你们能不能遵守他所 

赐予你们的教律和法程。故你们当争先为善你们全体都要 

归于安拉，他要把你们所争论的是非告诉你们。〔49〕你当依 

安拉所降示的经典而脊他们判决，你不要顺从他们的私欲，你 

当谨防他们引诱你违背安拉所降示你的一部分经典。如果他 

们违背正道，那末，你须知安拉欲因他们的一部分罪过，而惩罚 

他们有许多人，确是犯罪的。〔50〕难道他们要求蒙昧时代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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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 筵席章 

f C51〕信道的人们啊！你们不要以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为盟友a 

他们荇为其同教的盟友。你们中谁以他们为盟友，谁是他们 

的同教安拉必定不引导不义的民众^〔52〕你将看见有心病 

的人，将争先地去与他们亲善，还要托辞说：“我们恐怕遭遇 

厄运，安拉也许降下胜利，或发出命令，而他们因为D己心中 

隐藏的阴谋，而变成悔恨的人^〔53〕信道的人说:“这等人，就 

拉喜爱那些民众*他们也喜爱安拉。他们对信士是谦恭的，对 

外道是威严的，他们为主道而奋斗，不怕任何人的责备D这是 

安拉的恩惠，他用来赏赐他所意欲的人。安拉是宽大的v是全 

知的D〔55〕你们的盟友，只是安拉和使者，和信士中谨守拜功 

完纳天课，而且谦恭的人。〔56〕谁以安拉和使#，以及信士 

为盟友，〔唯朵安拉的党派〕安拉的党派，确是优胜的^ CS7〕 

信道的人们啊！在你们之前曾受天经的人，有的以你们的宗教 

为笑柄，为嬉戏，故你们不要以他们和不信道的人为盟友。你 

们当敬畏安拉，如果你们真是信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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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 筵席章 

〔58〕当你们召人来礼拜的时候，他们以你们的拜功为笑柄，为 

嬉戏。，这是因为他们是不了解的民众。〔39〕你说：“信奉天 

经的人啊！你们责备我们，只为我们确信安拉，确信他降示我 

们的经典，和他以前降示的经典；只为你们大半是犯罪的人u 

〔60〕你说：“我告诉你们在S拉那里所受的报酬有比这更恶劣 

的，好吗? W等人曾受安拉的弃绝和谴怒，他使他们一部分变 

成猴子和猪，一部分崇拜恶魔，这等人，他们的地位足更恶劣 

的，他们更远地背离/IF道。”〔61〕当他们来见你的时候，他 

般明哲和博怎么不禁戒他们妄言罪恶，吞食贿赂呢？他 

们的行为真恶劣！〔64〕犹太教徒说：“安拉的手是被拘束的， 

但愿他们的乎被拘束，但愿他们因为自己所说的恶言时被弃 

从你的主降示你的经典，必定要使他们多数的人更加横暴，更 

逢他们点燃战火的时候，安拉就扑灭它。他们在地方上肆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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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 筵席章 

〔65〕假若倍奉天经的人信道而且敬畏，我必勾trs他们的罪恶 

我必使他们入恩泽的乐园。〔66〕假若他们遵守《讨拉特》和《引 

头上的，俯食脚下的。他们屮有一伙中和的人？他们屮有许多 

行为恶劣的人。S〔67〕使者啊！你当传达你的主所降示你的全 

拉将保佑你免遭众人的杀害。安拉必定不引导不信道的民众 

〔68〕你说;“信奉天经的人啊！你们没有什么信仰，直到你们遵 

守《讨拉特》和《引支勒》，以及你们的主所降示你们的经典。 

你的主降示你的经典，必使他们中多数的人更加横暴，更加不 

信道；故你不耍哀悼不倍道的民众。〔69〕信道的人、犹太教 

徒1拜星教徒、基督教徙，凡确信安拉和末日，并m J善的人，将 

来必定没W恐惧，也不忧愁。〔70〕我与以色列的后裔确已汀 

约，并派逍许多使者去教化他们，每逢使者带来他们不喜爱的 

东西的时候，他们就否认一部分，杀害一部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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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 筵席章 

〔n〕他们猜想没有祸苦，故他们变成瞎的、聋的。嗣后，安拉赦 

明察他们的行为的。〔72〕妄言安拉就是麦尔彦之子麦西哈的 

崇拜安拉_-我的主，和你们的主。谁以物配主，安拉必禁止 

麦西哈，只是一个使者，在他之前，有许多使养确已逝去了。 

他母亲是一个诚实的人。他们俩也是吃饭的。你看我怎样为 

难道你们要舍安拉而崇拜那不能为你们主持祸福的么?”安 

拉确是全聪的，确是全明的Z77〕你说;“信奉天经的人呀!你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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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 筵席章 

〔78〕以色列的后裔中不倍道的人，曾被达五德和麦尔彦之子尔 

撒的&所诅咒，这是由于他们的违抗和过分。〔79〕他们对于自 

己所作的恶事，不互相劝戒;他们的行为，真恶劣。〔80〕你将看 

见他们中存许多人，以不倍道的人为盟友;他们所为D己预备的 

假若他们确信安拉和先知，以及降示他的经典，他们必定不以 

有许多牧师和僧侣，还因为他们不自大。〔83〕当他们听见诵读 

降不使者的经典的时候，你看他们为纟Id所认识的真理而眼 

泪汪汪，他们说：“我们的卞啊！我们已信道了，求你把我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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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七 筵席章 

怎能不信安拉和降临我们的真理呢!”〔85〕内为他们所说的话 

安拉要以下临诸河的乐园报酬他们，他们得永居其中6 

行善者所得的报RJt〔洲〕不信道，而且否认我的迹象的人，都 

确不喜爱过分的人，〔88〕你们当吃安拉所供给你们的合法而 

佳美的食物，你们当敬畏你们所信仰的安拉。〔89〕安拉不为 

无意的誓言而责备你们，却为有怠的誓言而责备你们。破 

坏誓言的罚金，是按自己家厲的中等食供给十个贫民一餐 

的n粮,或以衣服赠送他们，或释放一个奴隶。无力济贫或释 

你们应当信守自d的誓言。安拉为你们如此阐明他的迹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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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七 筵席章 

〔91〕恶魔惟M你们因饮洒和赌博时互相仇恨，并11阻止你们记 

念安拉，和谨守拜功0你们将戒除〔饮_和赌博〕吗？〔92〕你们 

的人，对于已用的饮食，是毫无罪过的，如果他们敬畏而a信 

道，并努力为善;然后，敬畏而且倍道;然后，敬畏而且行善。安 

和枪所能猎取的若干飞禽走兽考验你们，以便安拉知道谁在 

那只牲畜，须经你们中的两个公正人加以审定后，送到克尔 

代以相当的斋戒，以便他尝试犯戒的恶果，安拉已恕饶以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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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士 筵席章 

〔96〕海里的动物和食物，对于你们是合法的，可以供你们和旅 

兽，你们当敬畏安拉——你们将被集含在他那里的主。S〔97〕 

项圈，为众人的纲维t这是因为要便你们知逍安拉全知天上 

的一切和地上的一切。安拉是全知万物的。〔98〕你们应当知道 

安拉的刑罚是严)力的，安拉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^〔99〕使名只 

〔100〕你说/污秽的和清洁的，是不相等的，即使污秽的为数 

很多，使你赞叹。”有理智的人啊；你们当敬畏安拉，以便你们 

成功。〔101〕信道的人们啊！你们不要询问若干事物；那些事 

物，若为你们而被显示*会使你们烦If。当《古兰经》」£在逐渐 

〔102〕 

在你们之前，有一些民众，曾询问过此类问题，嗣后，他们因此 

而变成不信道的人a U03〕安拉没有规定缺耳驼v逍遥驼、孪 

生羊、免役驼！但不信道的人，假借安拉的名义而造谣；他们 

大半是不了解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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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七 筵席章 

从使者吧，他们就说：“能满足我们的，是我们的祖先的宗 

教，即使他们的祖先无知无识，不循正道，C他们仍要遵守〕他 

全体都要归于安拉t他将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e〔106〕倍 

证，是你们〔教胞〕中两个公正人的作证，或别的两个外〔教〕人的 

作证，倘若你们旅行笄乡，而病势垂危的时候。礼拜之后，你 

安拉之名而发誓，说；“我们俩不以这个盟誓换取任何代价，即 

重视的证据> 否则，我们俩必是犯罪的人。”〔107〕如果发现他 

应当是享有权利的人屮与死者最亲近的人。他们俩应奉安拉之 

名发誓:“我们俩的作证，是比他们俩的作证更真实的。我们俩 

没有超越法度；否则，我们俩必是不义的人，〔108〕这种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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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士 筵席章 

S Cl09〕安拉集合众使者的日子，将问他们说:“你们所得的答a 

〔110〕那时，安拉将说麦尔彦之了尔撒啊!你当记忆我所赐你和 

支勒当时，你奉我的命令，用泥捏一只象鸟样的东西，你吹 

气在里面，它就奉我的命令而飞动fl你曾奉我的命令而治疗天 

然盲和大麻疯。你又奉我的命令而使死人复活。当时，我曾阻 

门徒说:“你们当信仰我和我的使者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已信仰了， 

〔112〕当时，众门徒说:“麦尔彦之 

敬畏安拉，如果你们是信士的话，〔113〕他们说:“我们想吃筵 

席，而内心安静，并且知道你对我们说的，确是实话，而我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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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七 筵席章 

〔114〕麦尔彦之了尔撒说：“安拉啊！我们的主啊！求你从天 

善于供给的，〔ns〕安拉说：“我必定把筵席降给你们a此后 

你们中淮不佶道，我要用一种绝不用于惩治全世界任何人的 

刑罚来惩治谁。”〔116〕当时，安拉将说：“麦尔彦之+尔撒啊! 

你曾对众人说过这句话吗？ ‘你们当舍安拉而以我和我母 

亲为主宰他说：“我赞颂你超绝万物，我不会说出我不该 

说的活。如果我说了，那你一定知道。你知道我心里的事，我 

却不知道你心里的事。你确是深知一切幽玄的。〔117〕我只对 

你使我死 

确是诚实有裨于诚实人的日他们得亨受下临诸河的乐园， 

成功/〔120〕天地万物的国权只足安拉的，他对丁■万事是全 

能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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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士 牲畜章 

这草沿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一六五节。 

奉罕仁窄慈的安拉之名 

a〕一切赞颂，全归安拉！他创造天和地，造化mm黑暗 

和光明；不信道的人，却以物配主。〔2〕他用泥创造你们，然 

后判定一个期限，还有一个预定的期限；你们对于这点却是 

绝。〔5〕当真理已降临他们的时候*他们则加以否认j也们嘲 

面&嗣后，我因他们的邪过而毁灭他n。在他们〔灭亡〕之后, 

我创造了别的世代。〔7〕假若我把■部写在纸上的经典降示 

你，而他们用手抚摩它，那末，不信道的人必定说£ “这只是 

明敁的魔术/ C 8〕他们说：“为什么没右一个天神降临他 

而他们不蒙宽待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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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七 牲畜章 

你说：“你们当在大地上旅行，然后观察否认使者的结局是怎 

以慈悯为自d的责任。他必在无疑的S活H集合你们。亏折 

安拉所冇。他是全聪的，是全知的。〔14〕你说:“难道我舍安拉而 

以他物为保祐者吗？他是天地的创造齐，他能供养，而不受供 

人/〔15〕你说；“如果我违抗我的主，我的确畏惧i大H的刑 

是明显的成功D Q7〕如果安拉使你遭受灾难•那末，除他外绝 

无能解除的a如果他使你享受福利，〔那末，任何人不能干涉 

他〕，因为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。〔】8〕他是宰制众仆的^他 

是至睿的，是彻知的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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牲畜章 

之间的见证。这部《古兰经：K被启示给我，以便我用它来筲告 

你们，和它所达到的各民族。难道你们务必要作证还有別的 

许多主宰与安拉同等吗?”你说:“我不这样作证。”你说，“安 

拉是独一的主宰。你们用来配主的〔那些偶像〕，我与他们确 

是无关系的/〔20〕蒙我赏赐经典的人，认识他，犹如认识自己 

义而造谣，或否认其迹象的人，有谁比他还不义呢？不义的 

人，必定不会成功。〔22〕在那口，我把他们全体集合起来，然 

后，我对以物配主的人说：“以前'你们所妄称为我的伙伴的，如 

今在哪里呢？ ”〔23〕然后，他们唯一的托辞是：“指安拉■—我们 

我在他们的心上加荥蔽，以免他们了解《古兰经X又在他们的 

他们来和你辩论的时候，不信道的人说：“这只是古人的神 

话，〔26〕他们禁止别人信仰他，而G己也远离他;他们只是在 

毁灭己，却不自觉。〔27〕当他们奉命站在火狱边上的时候，假 

若你看到他们的情状……。于是，他们说:“啊!但愿我们得复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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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七 牲畜章 

〔28〕不然，他们以前所隐讳的，已经为他们而暴露出来。即使 

他们得M返人世，他们仍必再犯他们以前所被禁戒的事。他 

们确是说谎的人。〔29〕他们说：“只有我们今世的生活，我们 

绝不复活。”〔30〕当他们奉命站在他们的主那里的时候，假若 

安拉将说：“难道这不是真实的吗? 

他们将说3 “不然，以我们的主发誓! ”他将说：“你们尝试刑罚 

后世，对于敬毘的人，是更优美的。难道你们不了解吗？〔33〕 

些不义的人，是在否认安拉的迹象。〔34〕在你之前，有许多 

使者的消息，有一部分确已降临你了。〔35〕如果他们的拒绝使 

你难堪，那末，如果你能找着一条入地的隧道，或一架登天的 

梯子，从ffl〗昭示他们一种迹象，〔你就这样做吧。〕假若安拉意 

欲，他必将他们集合在正道上，故你绝不要做无知的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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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七 牲畜章 

来要使他们复活，然后，把他们集合在他那里。〔37〕他们说 

为什么没冇一种迹象从他的主降临他呢?”你说：“安拉确是 

的兽类和用两興飞翔的鸟类，都跟你们一样，各有种族的 

们的主那里。〔39〕否认我的迹象的人，是又聋乂哑的，是在重 

重黑暗中的。安拉欲使谁误入迷途，就使谁误入迷途；欲使谁 

遵循:£路，就使谁遵循正路。〔40〕你说：“如果你们是诚实的 

人，那末，你们告诉我吧:如果安拉的刑罚或复活的时刻降临 

你们，那末，你们要舍安拉而祈祷他物吗？ U1〕不然，你们只祈 

祷安拉；如果他意欲，他就解除你们祈求他解除的灾难，你们 

将忘却你们所用来配他的〔一切偶像〕。”〔42〕在你之前，我确已 

派遣C许多使者〕去教化各民族，〔他们否认使ff的使命〕，故 

我以穷困和患难惩治他们，以便他们谦逊。U3〕当我的惩罚降 

我为他们开辟一切福利之门，直到他们因自己所受的赏赐而 

狂喜的时候，我忽然惩治他们，而他们立刻变成m丧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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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七 牲畜章 

界的主!〔46〕你说;“你们告诉我吧，如果安拉使你们失去听觉 

和视觉，而且封闭你们的心，那末，除安拉外，还有哪个卞宰能 

使你们复元呢?”你看我足怎样闸述一切迹象的，然而，他们罝 

显然降临你们，那末，除不义的民众外，还有谁会被毁灭呢? 

〔48〕我M派遣众使靑作报喜者和替告者。谁信道而且行善，谁 

在将来没有恐惧，也不忧愁。〔49〕否认我的迹象的人，将为犯 

¥而遭受刑罚。〔50〕你说，我不对你们说:我有安拉的一切宝 

藏。我也不对你们说，我能知幽玄。我也不对你们说:我是一今 

大神。我只是遵从我所受的启眾。”你说：“无眼的人与有眼的 

此经友警告他们，以便他们敬畏4〔52〕9晚祈祷主，欲求其恩 

賜的人，你不要驱逐他们a你对丁、他们的被淸算，毫无责任 

他们对于你的被清算，也奄无责任&你何必驱逐他们，以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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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七 牲畜章 

〔53〕我这样使他们互相考验，以便他们说：“难道这等人就是 

我们中特受安拉恩宠的人吗?”难道安拉不是最了解感谢者的 

吗？〔54〕确信我的迹象的人来见你的时候1你说:“柷你们平安^ 

你们的主，曾以慈悯为13 d的责任。你们中谁无知地作恶，然 

后悔过0新，安拉必定赦宥i隹，因为他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 

路变成明白的。〔56〕你说：“我确已奉到禁令，不得崇拜你们. 

舍安拉而祈祷的。”你说：“我不顺从你们的私欲;否则，我必迷 

误，而绝不是遵循正道的人。”〔57〕你说:“我确是依据从我的 

切判决，只归安拉；他依理而判决r他是最 

公正的判决者，〔58〕你说：“假若我能主持你们耍求早H实现 

片是他不认识的。地面下重重黑暗中的谷粒，地面上一切翠 

绿的，和枯槁的草木，没有一样不详载在天经中 

134 



< ^ < * 〆 

\ro 



卷七 牲畜章 

他使你们在闩接复活*以便你们活到已定的寿限。然后,你们只 

归于他，他要将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。[61〕他是在众仆之上宰 

然G， 

是消算最神速的。〔63]你说:“你们谦逊地和秘密地祈祷说；（如 

果他拯救我们脱离这些苦难，我们必定感酎他^谁能M救你们 

脱离陆地和海洋的各种苦难呢？”〔64〕你说：“安拉择救你们 

你说：“他能使刑罚从你们的头上和脚下袭击你们，或使你们各 

怎样阐述许多迹象，以便他们丫解。[66]这部经是真理，而你 

都有它实现的时间。你们不久会知道的。[68〕当你看见他们谈 

论我的迹象的时候，你当避开他们，直到他们谈论别的事&如果 

恶魔使你忘记，那末，在记起之只，你不要冉与不义的人同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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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七 牲畜章 

«9〕敬毘的人，对r不义者的受清算*毫无关系，但须功戒〔他 

且为今世生活所欺骗的人，你可以任他们g便。你应当以《古 

这等人，将为自己的罪行而遭毁灭。他们将为不信道而享受 

沸腾的饮料，和受痛苫的刑罚。〔71〕你说:“难道我们舍安拉 

我们背叛正道，犹如在迷惑的情状下被恶魔引诱到无人 

到我们这里来吧！ ”〔他不听从，以致毁灭。〕你说t “安拉的引导， 

才足正导。我们奉命归顺众世界的主。”〔72〕又奉命说;“你们 

当违分拜功，当敬毘安拉。他就是将来要集合你们的。〔73〕 

他就是本真理而创造天地的。在那日，他说‘冇\ lit界就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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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4r 牲畜章 

S〔^〕当时，易卜拉欣对他的父亲H宰尔说；“你把偶像当作主 

宰吗？据我5-来，你和你的宗族，的确在明显的迷误中。”〔75〕 

我这样使易卜拉欣看见天地的国权，以便他成为坚信的人。 

的那颗培宿没落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不爱没落的，C77〕 

误者& ”〔78〕当他看见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他说:“这是我的主;这 

足更大的，当太阳没落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的宗族啊！我对于 

你们所用来配t的事物，是无关系的。cm〕我确已崇£地专 

于你们用来配主的〔偶像〕，奄无毘惧，除非我的主要我畏惧。 

我的主的知识能容万物。难道你们不觉悟吗i〔81〕你们把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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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牲畜章 

〔82〕确信安拉，而未以不义混淆其信德的人，他们享#安宁，而且 

是遵循正道的。〔83〕这是我的证据，我把它赏赐易卜拉欣，以 

确是至睿的，确是全知的。〔84〕我赏赐他易司哈格和叶尔孤 

酬行菩的人，〔85〕〔我曾引导〕宰凯里雅、叶哈雅、尔撒和易勒 

雅斯，他们都是善人。〔8GK我曾引导〕易司马仪、艾勒_叶赛 

〔88〕这是安拉的正道，他以它引导他所欲引导的仆人。假若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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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七 牲畜章 

妄言中游戏。C92〕这是我所降示的吉祥的经典，足以证实以前 

的天经，以便你用它i筈告首邑〔麦加〕及其四周的居民i确fi 

后世的人，都确信它，而丑灌守拜功“93〕假借安拉的名义而 

造谣的，自称奉到启示，其实，没有奉到任何启示的人，或妄言 

灵魂吧！今天你们要受辱刑的报酬，因为你们假借安拉的名义 

〔94〕你们确已孤孤争卑地来见我，犹如我初次创造你们的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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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七 牲畜章 

f〔95〕安拉确是使谷粒和栗核绽开的，他从无生物中造出生物， 

荞全知者的布置。〔97〕他为你们创造诸以便你们在陆地和 

迹象。C99〕他从天上降下雨水，用雨水使一切植物发芽，长出 

翠绿的枝叶，结出累累的果实，从海枣树的花被中结出一串串 

吧。对于信道的民众，此中确有许多迹象a〔100〕安拉创造精 

女。赞颂安拉，超绝万物，他是超乎他们的叙述的！ G0D他是 

物，他是全知万物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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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4r 牲畜章 

〔102〕这是安拉，你们的主，除他外，绝无应受崇拜的。他是 

万物的创造者，故你们当崇拜他。他是万物的监护者。〔103〕 

从你们的主发出的许多明证，巳降临你们；准重视那些明证 

们的6〔105〕我这样闹述一切迹象，以便他们说你曾研究过经 

典，以便我为有知识的民众阐明真理6 aoe〕你当遵守你的主 

所启示你的经典；除他外，绝无应受崇拜的；你当避开以物配 

主的人。〔107〕假若安拉怠欲，他们必不以物配主。我没有以 

你为他们的保护者，你也绝不是他们的监护者。〔108〕你们不 

而辱骂安拉。我这样以每个民族的行为迷惑他们，然后，他们 

〔109〕 

那末，他们必定确信它。你说：“一切迹象，只在安拉那里。”你 

们怎么知道呢？ 3迹象降临的时候，他们或许不倍它。〔110〕 

我耍翻转他们的心和眼，使他们和初次未信一样，我将任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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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 牲畜章 

s〔m〕即使我命众天神降临他们，即使死人能对他们说话, 

讽示^假若你的主it欲，那么，他们不做这件事，故你应当 

任他们伪造谎言^<113〕让不信后世的人的心，倾向他们的 

〔114〕 

〔你说〕：“安拉巳降示你们详明的天经，难道我还要舍安拉而别 

的，包含真理的经典，故你绝不要犹豫。〔115〕你的主的言辞 

诚实极J%公平极绝没有人能变更他的言辞。他确是全聪 

的，确是全知的a C116〕如果你顺从大地上的大多数人，那末， 

他们会使你叛离主道。他们只凭猜测，他们杉说谎话。〔117〕 

你的主的确知道谁是叛离他的IH道的，他的确知道谁是遵循 

也的正道的。〔118〕如果你们确信安拉的迹象，那末，你们应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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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 牲畜章 

〔1223 C3 

行走 

吗？不信道的人，这样为他们的行为所迷惑。〔123〕我这样使 

们的时候，他们说；“我们绝不倍，直到我们得受众使者所受 

的刑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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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 牲畜章 

〔125〕安拉欲使谁遵循正道，就使谁的心胸为伊斯兰而敞开 

安拉欲使谁误入迷途，就使谁的心胸狭隘，C要他信道〕，难如 

登天。安拉这样以刑罚加于不信道的人。〔126〕这是你的主的 

正路，我确B为觉悟的民众而解释一切迹象〔127〕他们在 

主那里，将为自己的善行而享受安宅，安拉是他们的保祐者 

〔128〕我把他们完全集合之U •(安拉）对他们说:“措灵的群众啊! 

人因自己的行为而互相友善。〔130〕“精灵和人类的群众啊! 

难道你们同族中的使奍没有来对你们叙述我的迹象，并警苦 

你们将有今日的会见吗?”他们说:“我们己招认了。”尘世的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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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 牲畜章 

[131]这是因为你的t在城市的居民惽愦之际，不会因为他们的 

〔以报应〕他们所行的C善恶〕，你的主并不忽视他们的行为 

〔133〕你的主是足的，是仁慈的。如果他意欲，他就使你们消 

使你们兴起一样。〔134〕用来替告你们的事，确是要发生的 

们绝不能逃避天谴。〔135〕你说:w我的宗族啊I你们按你们 

的方式而丄作，我必定按我的方式而T作，你们将知道谁获后泄 

的善果。不义的人，必定不会成功，〔136]他们把安拉所创造的 

农产和牲畜，一份供献安拉，〔一份供献偶像]他们妄言："这是 

安拉的，这是我们的配主的，供献他们的配主的，不能拔归安拉; 

供献安拉的,却可以拔EIJ他们的配主。他们的决定A恶劣！ C137] 

以物配主者的配主，这样诱惑他们屮的许多人杀害自己的儿女， 

以便毁灭他们,并混乱他们的宗教。假若安拉意欲,那末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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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 牲畜章 

〔138〕他们妄言:“这些是禁牲和禁谷，只冇我们所意欲的人才 

可以吃;这些牲畜，是不准人骑的；这些牲畜，是不通安拉之名 

而宰的。”他们假借安拉的名义而造谣，他要为他们造谣而报 

酬他们。〔139〕他们说;“这些牲畜所怀的胎儿，是专归我们男 

人的 

是至容的，确是全知的。〔no〕愚昧无知地杀害儿女，并且假 

多园圃，其中有蔓牛的和宜立的果木，与果实各別的海枣和 

食其果实i在收获的日子，你们当施舍其中的一部分，但不要 

的和供食用的牲畜。你们可以吃安拉所赐你们的给养，你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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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 牲畜章 

〔143K他创选了〕八只牲畜t两只绵羊、两只山羊，你说/安拉 

只以两只公的为禁物呢？还是只以两只母的为禁物呢？还是 

说：“安拉只以两只公的为禁物呢？还是只以两只母的为禁物 

呢？还是只以两只母的所孕肓的为禁物呢？难道安拉以此嘱 

咐f尔们的时候你们会作见证吗？假惜安拉的名义而造谣, 

以致无知地使人迷误的人，奋谁比他还不义呢？安拉必定不 

发现任何人所不得吃的食物；除非是自死物，或流出的血液 

或猪肉——因为它们确是不洁的——或是诵非安拉之名而宰 

物，毫无罪过〕，因为你的主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。C146： 

我只禁戒犹太教徒吃一切有爪的禽兽，又禁戒他们吃牛羊的 

脂油，惟牛羊脊上或肠上或骨间的脂油除外。这是我因为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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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 牲畜章 

a47〕如果他们否认你，你就说；“你们的主，是存广大的慈恩 

的；但无人能替犯帮的民众抵抗他的刑罚。”〔148〕以物配主的 

配主，我们也不以任何物为禁物。”他们之前的人，曾这样否 

有真知灼见，可以令出来给我们看看吗？你们只凭猜测，尽说 

他必定将你们全体加以引导。”〔150〕你说:“曾见安拉戒食此 

类禁物的见证，你们把他们召来吧!”如果他们作证，那末，你 

来吧，來听我茛读你们的主所禁戒你们的事项：你们不耍以物 

配主，你们应当孝敬父母;你们不要因为贫穷而杀害自己的儿 

女，我供给你们和他们；你们不要临近明显的和隐微的丑事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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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 牲畜章 

嘱咐你们，以便你们觉怡，〔153〕这确是我的正路，故你们当 

遵循它;你们不要遵循邪路，以免那些邪路使你们离开安拉的 

太道。他将这些事嘱咐你们，以便你们敬毘。〔154〕我把经典 

赏赐了穆萨，以完成我对行善#的恩惠，并解释一切律例，以 

〔155〕这是我所降示的1吉样的经典，故你们当遵守它，并当 

敬畏主，以便你们蒙主的怜悯a〔156〕〔我降不天经〕，以免你 

们说:“天经M被降示我们以前的两伙人，我们对于他们所诵 

习的经典，确是疏忽的。”〔157〕或莕说;“假若天经被降示丁-我 

背弃的人,有谁比他还不义呢？背弃我的迹象的人，我将内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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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 牲畜章 

来临，或你的主的一部分迹象的降临。你的主的一部分迹象降 

临之日，凡以前未曾信道，或虽信道而未行善的人，在那即 

使信道，也无益了。你说：“你们等待吧！我们确是等待的 

〔159〕分离自己的宗教而各成宗派的人，你与他们毫无关系;他 

们的事，只归安拉9然后，他将把他们的行为告诉他们“160〕 

间样的惩罚；他们都不受亏枉。〔161〕你说：“我的主已指引我 

条正路，即正教，崇正的易卜拉欣的宗教Q他不是以物配主 

的人，〔162〕你说：“我的礼拜，我的牺牲，我的生活，我的死 

亡，的确都是为安拉——众世界的主a〔163〕他绝无伙伴，我 

R奉到这个命令，我是首先顺服的人，〔164〕你说，安拉是万 

物的主，我能舍他而另求一个主吗?”各人犯罪，自己负责 

而他将把你们所争论的是非告诉你们。〔165〕他以你们为大 

地的代治矜，并使你们中的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若干级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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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 高处章 

这草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二3六节&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艾列弗，俩0，米目，萨徳D〔2]这是降示给你的经典 

你的胸中切不可因此而有一点烦闷*~以便你借此而瞥 

告，并以此做信士们的教训^〔3〕你们当遵循从你们的主降 

示的经典，你们不要舍安拉而顺从许多保祐杏，你们很少觉 

的时候，或在他们午睡的时候，降临他们。〔5〕当我的刑罚降 

临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唯一的辩诉是说：“我们原来确是不义 

的，〔 6〕我必帘问曾派使齐去教化过的民众，我必审问曾被 

派去的使#。〔7〕我必据真知而佐诉他们，我没有离开过他 

们。U〕在那曰，称C功过薄〕是真实的。善功的分M较重#才 

是成功的，〔9〕善功的分童较轻的人，将因生前不信我的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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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 高处章 

〔12〕主说：“当我命令你叩头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叩头呢？”他 

的！ 4〕他说：“求你宽待我，1到人类复活之日'〔15〕主说 

以你和他们一起充满火狱，〔19〕“阿丹啊！你和你的妻子冋 

住乐园吧，你们可以随意吃园里的食物，但不要临近这棵树 

否则，就要变成不义者，〔20〕但恶魔教唆他俩，以致为他俩 

显出他俩的被遮盖的阴部。他说：“你俩的主禁你们俩吃这棵 

树的果实，只为不愿你俩变成夭神，或永生不灭。”〔21〕他对他 

俩盟普说：“我确是忠〒你俩的，〔22〕他用欺骗的手段使他 

俩堕落D当他俩尝了那棵树的果实的时候，他俩的阴部便对 

俩的主喊叫他俩说:“难道我没有禁lh你俩吃那棵树的果实吗 

难道我没冇对你俩说过，恶魔确是你俩的明敌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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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 高处章 

们，不慈悯我们，我们必定变成兮折者，〔24〕主说 你们互 

说:“你们将在大地上生活，将在大地h死亡，将从地T被取出 

服和修饰的衣服，敬毘的衣服尤为优芙。这是属于安拉的迹 

们。犹如他把你们的始祖父母的衣服脱下，而揭示他俩D己 

的阴部，然后把他俩丨秀出乐网。他和他的部下，的确能看见你 

先是这样做的9安拉也是命令我们这样做的，你说：“安拉不 

命令人做丑事。难道你们假借安拉的名义而妄言你们自己所 

不知道的事情吗？”〔29〕你说：“我的主，命令人主持公道，在 

每次礼拜的时候，你们要&心致志地趋向他，要心悦減服地祈 

祷他。你们要象他创造你们的时候那样返本还原，〔30〕一伙 

人，他曾加以引导；一伙人，是该迷误的〔他曾加以弃绝〕。他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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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 高处章 

发〔31〕阿丹的子孙啊！每逢礼拜，你们必须穿着服饰^你们应当 

吃,应当喝，但不要浪费，安拉确是不喜欢挥霍者的。〔32〕你说 

所独享的，我为有知识的民众这样解释一切迹象3〔33〕你说 

〔34〕每个民族都有一个期限， 

当他们的限期到来的时候，他们不能耽延一刻t当其未来的时 

恢，他彳II也不通提刖一刻。〔35〕阿丹的子孙啊！如果你们同 

族中的使#来对你们讲述我的迹象，那末，凡敬毘时且修身者， 

将来都没冇恐惧，也不忧愁。〔35〕否认我的迹象而且加以藐视 

者，是火狱的居民，他们将永居其中。〔37〕假借安拉的名义而 

造谣，或否认其迹象莕，有谁比他们还不义呢？这等人将遭遇 

天经中为他们预定的命运，直到我的众使#来使他们死亡的 

时候，将对他们说 

哪里呢?”他们将说：“他们已回避我们了。”他们将要承认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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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 高处章 

〔38〕安拉将耍说：“你们同精灵和人类中以前逝去的各民族 

起进入火狱吧，每当一个民族进火狱去，总要咒骂她的姐 

妹民族，直到他们统统到齐了D他们中后进的论及先进的说 

刑，主说：“每伙人都受加倍的火刑，但你们不知道，〔39〕他 

你们:因自己的行为而尝试刑罚！”〔40〕否认我的迹象而加以 

藐视者，所柘的天门必不为他们而开放，他们不得入乐园，直 

到骆驼能穿过针眼g我要这样报酬犯罪荞。〔41〕他们在火狱 

里要垫火褥，要盖火被，我要这样报酬不义荞^ U2〕佶道而且 

切赞颂，全归安拉! 

他引导我们荻此善报，假如安拉没有引导我们，我们不致于遵 

对他们说：“这就是你们己的行为而得继承的乐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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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 高处章 

〔44〕乐R的居民将大声地对火狱的居K说：“我们已发现我 

妨碍安拉的大道，而且称它为邪道，并且不信后世，W6〕他 

转向火狱的居民的时候，他们说：“我们的主啊！求你不要使 

我们与不义的民众M住。”〔48〕在高处的人，借仪表而认识许多 

男人，他们将喊叫那些男人说：“你们的围积和骄傲，对于你 

回答说：“安拉确已禁止我们把这两样东西赠送不信道者。 

记他们，因为他们曾己有今U之相遇，还因匁他们否认我 

的迹象^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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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 高处章 

〔52〕我曾昭示他们一部我据真知而加以解释的经典，作为对 

倍道的民众的向导和慈恩a〔53〕他们只等待那部经典的效果 

他的效果到来的日子，从前忘记这经典的人将会说：“我们的 

亏折了自身，他们所捏造的事Q回避他们了。〔5«你们的主 

确是安拉，他在六日内创造了天地，然后，升h宝座，他使黑 

的主！〔55〕你们要虔诚地、秘密地祈祷你们的主，他确是不與 

欢过分#的。〔56〕在改善地方之后，你们不要在地方上作恶 

你们要怀着恐惧和希望的心情祈祷他。安拉的慈恩确是临近行 

降下雨水，于足借雨水而造出各种果实——我这样使死的&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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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 高处章 

〔58〕肥沃的地方的植物，奉真主的命令而生长，瘠薄的地方的 

植物，出得很少，我这样为感激的民众阐述一切迹象。〔59〕我确 

已派遣努哈去教化他的宗族，他说，我的宗族啊！你们要祟拜 

安拉，除他之外，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。我的确担心你们遭受 

重大H的刑罚〔60〕他的宗族屮的众领袖说:“我们的确认为 

你是在明显的迷议中的。”〔61〕他说:“我的宗族啊!我一点也不 

迷误，但我是众世界的主派逍的使者。〔62〕我把我的主的使命 

传达给你们，并li忠呰你们，我从安拉C的启示中〕知道你们所 

不知道〔的道理夂《3〕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教训，借你们族中一 

你们蒙主的怜悯，难道你们对于这件事觉得惊讶吗?”〔64〕但 

的迹象者统统淹死。他们确是盲目的民众J〔65〕〔我确已派 

遣〕阿德人的弟兄呼德去教化他们，他说:“我的宗族啊!你们要 

崇拜安拉，除他之外，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。难道你们还不 

敬畏吗f〔66〕他的宗族中不信道的贵族们说：“我们的确认 

为你是愚蠢的，我们确信你是说谎若。”〔67〕他说：“我的宗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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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 高处章 

〔68〕我把我的主的使命传达给你们，我是你们的忠实的劝吿 

者。〔69〕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教训，借你们族中一个人的口降临 

们要记忆那时，他在努哈的宗族灭亡之后，以你们为代治# 

我们看看吧，如果你是说实话的!”〔71〕他说：“刑罚和谴怒，必 

等待着吧！我的确是与你们一起等待的〔72〕我以我的慈恩 

拯救了他和他的冋道，而灭绝了那些否认我的迹象，并且不 

信道的人U 〔73〕〔我确已派遺〕赛莫德人的弟兄撒立哈去教化 

应受你们崇拜的。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明证确G降临你们;这只 

安拉的母驼可以作你们的迹象a故你们让它在安拉的大地上 

随便吃草，不要伤宵它；否则，痛苦的刑罚必袭击你们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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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 高处章 

〔74〕你们要记忆那时，他在阿德人之后，以你们为代治#，并 

们是确信他的使命的，as〕那些骄傲的人说：“我们绝不倍 

你们所确信的。”〔77〕他们宰了那只母驼，违抗他们主的命令 

他们并说:“撒立哈啊！你把你用来瞥告我们的刑罚拿来给我 

们看_吧，如果你足使#的话! ”〔78〕于是，霹雳袭击了他们 

们，并且说：“我的宗族啊！我确已把我的主的使命传达给你 

们了*并忠告你们，但是你们不喜欢忠告者，〔80〕〔我确已派 

你们之前，全世界的人没冇一个做过这种事的&〔81〕你们一定 

要舍妇女而以男人满足性欲，你们确是过分的民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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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 高处章 

〔82〕他的宗族唯一的答复是说：“你们把他们逐出城外，因为 

他们确是纯洁的民众! ”〔83〕我拯救了他和他的信徒，没有拯救 

他们，你看看犯罪者的结局是怎样的a〔85〕〔我确巳派逍〕麦德 

彦人的弟兄舒阿卜太_教化他们说：“我的宗族啊！你们要崇拜 

安拉，除他之外，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。从你们的主发出的 

别人所应得的货物。在改善地方之后，你们不要在地方上作 

恶，这对你们是更好的，如果你们是信道者。〔86〕你们不要伺 

候在每条道路上，恐吓別人和阻止确佶安拉的人入安拉的大 

道，而致想暗示它是邪路你们应该记得，你们原是少数的 

〔8?〕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伙人确信我的使命，存一伙人不信它， 

那末，你们要忍耐，直到安拉为我们判决D他是最公正的判 

决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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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九 髙处章 

f〔88〕他的宗族中骄傲的贵族们说;“舒阿卜啊？我们一定 

要把你和你的信徒们逐出城外，除非你们再信我们的宗教， 

他说；“即使我们厌恶你们的宗教，也要我们再信奉它吗 

们的^意欲，我们不会再信你们的宗教。我们的主的知 

跃是包罗万物的，我们只信托安拉^我们的主啊！求你在我 

们和我们的宗族之间依真理而判决吧，你怂至善的判决者。” 

C 90〕他的宗族中不信道的贵族们说：“如果你们顺从舒阿卜, 

之间，他们都僵卧在荇人的家里a 〔92〕否认舒阿卜的人，好象 

的。〔93〕于是，他离开他们，并II说；“我的宗族啊！我确已 

能哀悼不信道的民众呢!”〔94〕我每派遣一个先知到一个城击 

“我们的祖先确巳遭过患难，莩过康乐了于是，3他们不 

知不觉吋，我惩治他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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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九 高处章 

〔％〕假若各城市的尻民，信道而且敬毘，我必为他们而开辟 

他们了。〔97〕各城市的居民正在夜间甜睡时，我的刑罚突然降 

临他们，他们能得安宁^〔98〕咨城市的居民难道不怕我的 

他们不怕安拉的计谋吗？只有亏折的民众才不怕安拉的计谋。 

〔100〕继先民之后而为大地的主人公的人们，假若我盘欲，我 

听劝凍。难道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 C101〕这些城市，我已 

昭示本族的人；但他们不会相信G以前所否认的安拉就这 

的，我却发现他们大半是犯罪的人^〔103〕后来，我派造穆萨带 

迹象，你看看作恶若的结局是怎样的！〔10€穆萨说，法老啊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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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九 高处章 

让他们同我一起离上。”〔106〕他说=“如果你已带来了一种迹象 

你就把它拿出来吧，如果你是诚实的人。”〔107〕他就抛下他的 

乎杖，那条手杖忽然变成一彔蟒a aos〕他抽出他的手来，SP只 

〔109〕法老的百姓中的众领袖 

这确足一个高明的术士，aio〕他想把你们逐出凼境。你 U 

募员往备城巾去 

前来，Q13〕术上们来见法老，他们说：“如果我们获胜，我们 

〔114〕他说=“是的，你们必定属T亲倍之 

列，〔115〕他们说，穆萨啊!你先抛〔你的手杖〕呢，还是我们 

施展了大魔术J〔117〕我启示穆萨说：“你拋出你的手杖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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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九 髙处章 

〔121〕他们说：“我们已信仰众世界的主，〔122〕即穆萨和哈伦 

他呢？这一定是你们在城里预谋的，想借此把这城里的居民 

驱逐出去；不久你们就会知道了。〔124〕我一定耍交互着砍 

掉你们的手脚，然后，我必定把你们统统钉死在十字架h 

〔125〕他们说；“我们确要返于我们的主D〔126〕你无非是责备 

我们信仰了我们的主所降示的迹象。我们的主啊！求你把坚忍 

法老的百姓中的众领袖说：“难道你要任随穆萨和他的宗族 

在地方上怍恶，并抛弃你和你的众神灵吗？”他说:“我们要诺 

〔129〕他们说:“你到来之前，我们受虐待，你到来之后，我 

以你们为这地方的代治荞，看看你们是怎样工作的，〔130〕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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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九 高处章 

〔131〕当幸福降临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说：“这是我们所应得的 

知道罢了！〔132〕他们说：“无论你拿什么迹象来迷惑我们，我 

们绝不信仰你，〔133〕故我使水灾、蜂虫、虱子、青雎，血液等 

定信仰你，一定释放以色列的后裔，让他们同你太，〔135〕 

当我替他们暂时消除灾难的时候，他们忽然背约〔136〕于 

是，我惩治了他们，使他们沉沦在海里，因为他们否认我的迹 

他们的最佳诏言已完全实观我毁火/法老和他的百姓所构 

造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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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九 髙处章 

〔138〕我转使以色列后裔渡过海太。当他们经过一伙岽拜偶像 

的民众时，他们说:“穆萨啊！诘你为我们设置一个神灵，犹如 

他们有汴多神灵一样，他说，你们确是无知的民众。〔U9〕那 

〔140〕他说:“安拉曾使你们超越全世界，我怎能舍安拉而#你 

们别求神灵呢？”〔141〕当吋，我使你们脱离法老的垲民，他们使 

你们的主降下的大难J〔142〕我与穆萨约期三十夜。我又以十 

ifr你替我统率我的宗族。你要改苦他们的事务，你不要遵循 

作恶若的il路。”〔143〕当穆萨为了我的会期而来,而且他的主 

见你/主说:“你不能看见我，但你看那座山吧。如果它能在它 

他苏醒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赞颂你超绝万物，我向你悔1f:，我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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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九 高处章 

〔1443主说:“穆萨啊！我确ti借我的使命和面谕而将你选拔在 

众人之上了，你要接受我所赐你的恩惠，弁当感谢我，〔145〕 

的同家。”〔146〕我将使那些在地方上妄尊人的人离弃我的 

迹象，即使他们看见一切迹象，他们也不信它；如果他们看见 

认我的迹象和后世会见的人， 

自己行为的报酬。Cl"〕穆萨的宗族在他〔离开〕之后，以他们 

个有犊声的躯壳。难道他们不知 

道它不能和他们对话，不能指引他们道路吗？他们以它为神 

迷误的时候，他们说:“如果我们的主不慈悯我们，不饶恕我们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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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九 高处章 

〔150〕当穆萨愤怒而又悲伤地去见他的宗族的时候，他说；“我 

们主的命令吗?”他扔了法版，揪住他哥哥的头发，把他拉到身 

边，他说：“胞弟啊 

我的主啊！求你赦宥我和我哥哥，求你使我们进入你的慈恩 

之屮，你是至仁至慈的，〔152〕奉牛犊为神炅的人们，将受他 

们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。〔154〕穆萨怒气平息后把法版拾 

击的时候，他说:“我的主啊！假若你意欲，那末，以前你早G 

者走上正道^你足我们的保护者，故求你饶恕我们，慈悯我 

你是最善的饶恕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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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九 高处章 

㉟ S〔156〕求你在今世和后世为我们注定幸福，我们确已对你悔过 

了。”主说:“我的刑罚，是用去惩治我欲惩治的人的，我的慈恩 

是包罗万物的a我将注定以我的慈恩归于敬毁安拉，完纳天 

不识 

宇的先知，他们在自己所有的《讨拉特》和《引支勒》中发现关于 

的食物，禁戒他们吃污秽的食物，卸脱他们的重担，解除他们 

的桎梏，故凡信仰他，尊里他，援助他，而且遵循与他一起降临 

的光明的人，都是成功者。〔158〕你说;“众人啊！我确是安拉 

的使者，他派我来教化你们全体；天地的主权只是安拉的，除 

他之外，绝无应受崇拜的。他能使死者生，能使生者死，故你 

道，〔159〕穆萨的宗族中，有一伙人，本着真理引导他人，因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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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九 髙处章 

〔160〕莪把他们分为|二支派，〔即部落〕。当穆萨的宗族向他 

我以臼云睹蔽他们，乂降K廿露和鹌鹑给他们。〔我对他们说〕 

你们可以圪我所供给你们的佳美的食物，他们没有亏负我』 

在这个城rtf，而任意吃其中的食物，你们应当鞠躬而入城门，并 

且说：'释我重负、我就饶恕你们的种种罪过，我要厚报#人。 

他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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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九 髙处* 

〔164〕当日1他们中有一伙人说；“安拉要加以毁灭，或加以严 

〔165〕当他们不采纳忠告的时 

说:“你们变成卑贱的猿猴吧! ”〔167〕当时，你的主宣布他一定 

祌速的。他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。〔168〕我曾使他们散 

种祸福考验他们，以便他们觉悟p C169〕在他们死亡之后，存 

不肖的后裔代替他们而继承了天经，那些后裔攫取今世浮利, 

还说：“我们将蒙饶恕。”如果有同样的浮利来到他们的身边 

f安拉吗？难道他们没有诵习过那些明文吗？后1R的安宅，对 

i堇守拜功者，我必不会使他们当屮的行善名徙劳无酬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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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九 高处章 

K〔171〕当时我使那座山，在他们的上面震动，好象伞盖一样， 

他们猜想那座山要落在他们的头我说;“你们当坚持我赐予 

你们的经典，并当牢记其屮的教J||，以便你们敬畏，〔172〕当 

时，你的卞从呵丹的子孙的背脊中取出了他们的后裔，并使他们招 

复活日说:“我们生前确实忽视了这件事，〔173〕或者说；“只 

有我们的祖先从前曾以物配主，我们不过是他们的后裔;难道 

你要因荒诞者的行为而毁灭我们吗? ”〔174〕我这样解释许多迹 

他，而他变成了迷误界。〔176〕假若我意欲，我一定要借那些 

迹象而提升他，但他依恋尘世，顺从私欲，所以他象狗一样，你 

否认我的迹象者的譬喻。你耍讲述这个人的故事，以便他们省 

〔177〕否认我的迹象，而R自欺的民众，其替喻真恶劣 

〔178〕安拉引导谁，谁是遵循m道的；安拉使谁迷误，谁是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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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九 髙处章 

〔179〕我确已为火狱而创造了许多精灵和人类，他们有心却不 

用去思维，他们有眼却不用去观察，他们有耳却不用去听闻 

〔180〕安拉有许多极笑的名号f故你们要用那些名号呼吁他。妄 

报酬。〔181〕我所创造的人，其中有一个民族，他们本着真理 

知不觉地渐趋于毁灾。〔183〕我优容他们，我的计谋确是周密 

的。〔184〕难道他们没存思维吗？他们的同伴绝没有疯病，他 

只是一个坦率的警告者。〔185〕难道他们没有观察天地的主权 

和安拉创造的万物吗？难道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寿限或许巳 

临近了吗？此外，他们将信仰什么言辞呢？〔186〕安拉要使 

谁迷误，谁没有向导，并任随他们彷徨于残暴之中。〔187〕他 

只有他能在预定的时候显示它。它在天地间是重A的，它将突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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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九 髙处章 

〔188〕你说，除安拉所意欲的外，我不能莘握自己的祸福。假 

者和对信道的民众的报裒者U89)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 

她怀了一个轻飘飘的孕，她能照常度口，当她感觉身子觅的时 

但真主超乎他们用来配他的。〔191〕难道他们以被创造而不 

人，也不能自助a〔193〕如果你fn叫他们来遵循正道，他们4 

会顺从你们。无论你们祈祷他们或保守缄默，这在你们是一样 

们祈祷他们吧，请他们答应你们的祈求吧，如果你们是诚实的 

人。〔195〕他们有脚能行呢？还是冇手能擒呢？还是有眼能见 

呢？还是有耳能听呢？你说：“你们呼吁你们的配主，然后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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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九 高处章 

〔196〕我的保佑者确是安拉，他降示经典，眷顾莕人。〔197〕 

你们舍他而祈祷的偶像，不能助你们，也不能fi助/’〔1叩〕如 

着你，其实他们是视而不见的&〔199〕你要原谅，要劝导，要避 

开愚人，〔200〕如果恶魔怂恿你，你当求庇于安拉。他确是全 

聪的，全知的。〔201〕敬畏者遭遇恶魔蛊惑的时候，能恍然大 

悟，立刻看见真理。〔202〕恶魔要任随他的兄弟迷误，然后 

他们不t罢休。〔203〕当你未昭示一种迹象的时候，他们说 

经典 

严守缄默，以便你们蒙受安拉的怜悯。〔205〕你当朝夕恭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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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九 战利品章 

战利, 
(安法勒) 

〔1〕他们问你战利品〔应该归谁〕，你说；“战利品应该们 

象的时候，那些迹象增加了他们信仰，他们只信任他们的主 

C3〕他们谨守拜功，并分舍我所赐予他们的财物。〔 4〕这等人 

确是佶上，他们将来在主那里得享受许多品级、饶恕和优厚的 

部分信士对此确是憎恶的。〔6〕真理昭著之后，他们为真理 

似的。〔7〕.当时，安拉应许你们两伙人中的一伙，你们耍的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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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九 战利品章 

续降下一千天神i援助你们，〔10〕安拉只以这个答复向你们 

报#，以便你们的心境闪此而安定。援助只是从安拉那里发 

洗涤你们，替你们消除恶魔的蛊惑，并使你们的心绪安静，使 

Q3〕迭足因力他彳1〗违抗安拉及其使界谁违抗安拉反其使者 

安拉就严惩谁。〔】《这种〔刑罚〕你们尝试一下吧。不信道的 

转移阵地，或加入友军，在那日，谁以背向敌，谁要受安拉的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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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九 战利品章 

〔17〕你们没冇杀戳他们，而是安拉杀戮了他们；当你射A的时 

把从dci发出的嘉惠赏赐信道的人们u安拉确是全聪的，确 

是全知的。〔18〕这个〔赏赐是真实的〕。安拉一定使不倍道者 

了；如果你们停战，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。如果你们卷土重来 

安拕确实是和信七们在一起的。〔20〕信道的人们啊！你们当 

顺从安拉及其使者，你们聆听C他讲话〕的时候，不要违背他^ 

〔21〕你们不要仿效那些人，他们说:“我们已听从了，其实他 

们不听从〔22〕据安拉看来，最劣等的动物确是那些装聋作 

哑，不明真理的人。〔23〕假若安拉知道他们心中还有一点儿善 

总，必使他们能听；纵虽使他们能听，他们也还是要违背正道 

的。〔24〕信道的人们啊！当使者号召你们去遵循那使你们获得 

们当防备一种灾难，〔否则〕，受害的绝不限丁你们中的不义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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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九 战利品章 

软弱可欺的，你们生怕当别人的俘虏，何他使你们安居，并以 

他的援助辅助你们，以佳美的食物供给你们，以便你们感谢。 

犯地不忠于你们所受的佶托。〔28〕你们应2知道你们的财产 

种考验 

的人们啊！如果你们敬畏安拉，他将以鉴识赏赐你们，并原 

谅你们的罪行，饶恕你们。安拉是奵鸿恩的&〔30〕为吋，不 

他们用计谋，安拉也用计谋，安拉是最善于用计谋的。〔31巧 

别人对他们宣读我的迹象的时候,他们说：“我们确已听见过 

A假若我们意欲，我们必说出与此相似的文同來；这只是占 

或以痛芾的刑罚来惩治我们吧! ”〔33〕你在他们中间的时候， 

安拉是不会惩治他们的，他们正在求饶的时候，安拉也不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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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九 战利品章 

〔34〕他们阻止别人入禁寺的时候，安拉怎能不惩治他们呢?他 

掌3〔不信道的人啊!〕你们为不信道而尝试刑罚吧。〔36〕不 

他们在花费之后，必定悔恨，而且被战胜。不信道的人只被集 

等人就是亏折的人^〔38〕你告诉不信道的人们S如果他们停 

那末，古人的常道已逝去了。C39〕你们要与他们战斗，直到迫 

害消除，一切 教全归安拉f如果他们停战，那末，安拉确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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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利品章 

〔41〕你们应当知道:你们所获得的战利品，无论是什么*都 

应当以五分之一趵安拉*使者、至亲、孤儿、赤贫、旅客，如果你 

们确信安拉和两军交锋而真伪判分之日，我所启示我的仆人 

近岸，敌军在远岸，而商趴在你们的下面&假若你们约定相会, 

灭亡者见明证而后灭亡，生存者见明证而后生存&安拉确是全 

聪的，确是全知的。〔43〕当时安拉使你在梦中看见敌人是少数 

的;假若他使你看见他们是多数的，你们必定胆怯，必定为战 

当你们相遇的时候，他使你们眼见敌军是少数的，又使你们在 

归安拉裁决。〔45〕信道的人们啊！ 2你们遇见一伙敌军的时 

候，你们应当坚定，应当多多记念安拉，以便你们成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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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 战利品章 

定胆怯，你们的实力必定消矢；你们应当嗒忍，安拉确是同坚 

名钓誉地从家乡出i，并阻止别人遵循安拕的大道。安拉是洞 

能宥见你们所不能看见的，我的确毘惧安拉。安拉的刑罚是严 

厉的。”〔49〕当时，伪信的人和心屮存病的人都说：“这等人的 

的罪恶，又因为安拉绝不是亏枉众仆的d〔52〕〔他们的常态〕犹 

如法老的百姓和以前的民族的常态一样，他们不倍安拉的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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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利品章 

们变更6己的情况，又因为安拉是全聪的，是全知的。〔54〕 

〔他们的常态〕犹如法老的百姓和以前的民族的常态一样，他 

们否认的主的迹象。故我内他们的罪恶而毁灭他们，把法 

劣等的动物确是不信道的人，他们是不信道的。〔56〕你和他们 

他们而驱散在他们后面的人，以便他们觉悟^ 〔58〕如果你怕 

什么，都将得到完全的报酬，你们不会吃亏J〔61〕如果他们 

倾向和平，你也应当倾向和平，应当佶赖安拉。他确是全聪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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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 战利品章 

〔62〕如果他们想欺骗你，那末，安拉必能使你满足，他将以他 

的援助和信士们辅助你。〔63〕他曾联合佶士们的心；假若你费 

他们了。他确是力能的，确是至香的&〔64〕先知啊！安拉能使 

〔65〕先知啊！你应当鼓励 

人；因为不信道者是不精明的民众。〔66〕现在，安拉已减轻你 

们的负担，他知道你们中脊点虚弱；如果你们中如冇一百个坚 

主的总旨而战胜两千个敌人^安拉是与坚忍者冋在的。〔67〕先 

知在大地上重惩敌人之前，不该冇俘虏。你们欲得尖世的浮 

的6〔郎〕假若没有从安拉发出的以往的判决，那末，你们必为 

收纳赎金而遭受茧大的刑罚。〔69〕你们可以吃自己所获得的 

合法而佳美的战利品，你们当敬畏安拉。安拉确是至赦的，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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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 战利品章 

〔70〕先知啊！你对你们手中的俘虏们说：u如果安拉知道你们 

心中有善意，那末，他要把比你们所纳的赎金更好的东西赏赐 

你们，而R要饶恕你们5安拉是至赦的，至慈的/〔71〕如果他 

们想欺骗你，那末，他们以前对于安拉确已表示欺骗了；但安 

并以D d的财产和生命为安拉而奋斗的人和款留〔使者〕，赞助 

们有盟约关系。安拉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&〔73〕不信道的人 

互为监护人。如果你们不遵守这个命令，那末，地方上将要发 

生迫害和大乱。〔74〕信道而旦迁居，并R为安拉而奋斗的人和 

款留〔使者〕，赞助〔正道〕的人，这等人确是真实的信士，他们 

将获赦宥和优厚的给养。〔75〕此后信道而豇迁居，并与你们 

这是载在天经中的，安拉确是全知万物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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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 忏悔章 

第九章%白斤 

这章是羞地那的，全章共计一二九节 

Cl:f〔这是〕一篇解除盟约的宣言，从安拉及其使者传示 

们可以在地面上漫游四个月，你们须知己不能逃避安拉的遗 

〔 3 K这是〕从安拉及其 

使者在大朝之U传汞众人的通告：安拉及其使者对于以物配主 

背离，那末，须知你们不能逃避安拉的谴责。你以痛苦的刑罚 

向不信道者报喜吧。C4〕但以物配主的人们中曾与你们缔结 

与他们缔结的盟约，直至满期^安拉确足喜爱敬畏者的，〔5〕 

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。〔6〕以物配主者当中如果有人求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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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 忏悔章 

〔7〕在安拉及其使者看来，以物配主者怎么会有盟约呢？但在 

间，你们当为他们遵守盟约。安拉确是喜爱敬畏者的^〔8〕他 

们怎么会嵙盟约呢？如果他们战胜你们，他们对你们就不顾戚 

〔10〕他们对信上不顾戚谊，不重盟约。这等人确是过分的。 

的教胞P我为有知识的民众解释许多迹象& C12〕如果他们在 

缔约之后违反盟约，而且诽谤你们的宗教，你们就应2讨伐迷 

信的头子们——其实，他们并无所谓盟约——以便他们停止 

罪行。〔13〕街一族人已经违反盟约，要想驱逐先知，而且t 

先进攻你们。你们怎么还不讨伐他们呢_?难道你们毘惧他们 

吗？安拉是你们更应当畏惧的，如果你们确是佶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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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 汗悔章 

〔14〕你们应当讨伐他们，安拉要借你们的手来惩治他们，凌 

辱他们，并相助你们制服他们，以安慰信道的民众，〔15〕而消 

除他们心中的义愤&安拉将准许他所意欲的人悔过自新。安 

拉是全知的，是至睿的^〔16〕安拉还没有认'以你们中那些人 

是为主道而奋斗，并且未舍安拧及其使者和信上们而以他人 

了〕吗？安拉是熟悉你们的行为的3〔17〕以物配主者，在供认 

迷信情况下，无权修筑安拉的清真寺，这等人的善功已无效果 

他们将来要永居火狱之屮。〔18〕只有笃信安拉和末日，并谨 

守拜功，完纳天课，并畏惧安拉者，才配修筑安拉的清真寺 

这等人或许是遵循正道的^〔19〕供给朝觐者以饮料，并管理 

为他俩是一样的吗？在安拉看来，彼此不是相等的。安拉是 

不引导不义的民众的，〔20〕信道而且迁活，并借自己的财产 

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者，在安拉看来，是品级更商的；这等人 

就是成功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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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 忏悔章 

〔21〕他们的主以自己的慈恩.喜悦和乐园向他们报喜，他们将 

在乐园里享受永恒的恩泽，〔22〕而永居其中^在安拉那里确 

为保护人，如果他们弃正信而取迷信的话，你们中谁以他们 

为保护人，谁是不义者。〔24〕你说；“如果你们以为自己的父 

的生意，和心爱的住宅，比安拉及其使者和为安拉而奋斗更为 

可爱，那你们就等待着，直到安拉执行他的命令吧^安拉是不 

引导放肆的民众的。”〔25〕在许多战场上和侯奈因之役，安拉确 

已援助你们。当时,你们自夸人众，但人数虽众，对你们却无裨 

益；地面虽广，但你们觉得无地自容，终于败北。〔26〕后来，安 

惩治了不信道者，那是不倍道者的报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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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 忏悔章 

〔27〕后来，他准许他所意欲者悔过自新。安拉是至赦的，是至 

慈的。〔28〕信道的人们啊！以物配主者只是污秽，故从今年起 

不准他们临近禁寺;如果你们畏惧贫困，那末，安拉将以他的 

欧宰尔足安 

拉的儿子，基督教徒说;“麦西哈是安拉的儿子，这是他们信 

U开河，仿效从前不信教#的U物.M安拉诅咒他们。他们怎么 

如此放荡呢！【31)他们舍安拉而把他们的博士、憎侣和麦尔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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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 忏悔章 

〔32〕他们妄想用己的U吹灭安拉的光明，但安拉只愿发杨 

D己的光明，即使不信道者不愿怠，〔33〕他曾以正道和真教 

的使命委托他的使者，以便他使真教胜过一切宗教，即使以 

物配主者不愿意^〔34〕信道的人们啊!确实有许多的博H:和僧侣， 

〔35〕在那H，要把那些金银放在火狱的火里烧红，然后用来 

你们尝尝藏在窖里的东西的滋味吧！〔36〕依安拉的判断，月 

4£的人群起而进攻你们，你们也就应当群起而抵抗他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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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 忏悔章 

他们今年犯禁，明年守禁，以便符合安拉所禁的月数，而犯了 

不信道的民众的。〔38〕信道的人们啊！教你们为安拉而出征 

是微不足道的。〔39〕如果你们不出征，安拉就要痛惩你们，并 

是全能的。〔40〕如果你们不相助他：那末，安拉确已相助他了。 

们在一起的，安拧就把宁静降给他，而且以你们所看不见的 

军队扶助他，并且使不信道者的言词变成蝻卑贱的；而安拉的 

言间确是最尚尚的。安拉是万能的，是至#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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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 忏悔章 

和生命为安拉而奋斗e这对于你们是更好的，如果你们知道 

〔42〕假若那是临近的浮利和中程的旅行，他们必定追随你，但 

那距离对他们太遥远他们将以安拉发蜇说：“假若我们能 

道，他们确是说谎的，〔43〕安拉已原谅你了！认清诚实者和 

安拉和末日者，不要求你准许他们不借他们的财产和生命而 

奋斗a安拉是全知敬畏者的。〔45〕只冇不信安拉和末日，而且 

心中怀疑的人才向你请假，他们在句己的怀疑中犹豫不决夕 

〔46〕假若他们有心出征，必定早C准备就绪但安拉不愿他 

呆在家里吧!” 〔47〕假若他们冋你们一起出征，那末，他们只 

会在你们中间进行捣乱，他们必定在你们中间挑拨离间，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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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 忏悔章 

〔48〕从前他们确已图谋离间，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谋害你，直到 

真理降临，安拉的事业获得了胜利，同时他们是憎恶的。U9〕 

他们中有人说:“请你准我的假吧，不要使我遭遇祸害。”其实 

他们正堕入祸害之中。火狱确是包围着不信道者的。〔50〕如果 

你获得胜利，他们就觉得难过;如果你遭到失败，他们就说，我 

们只遇到安拉所注定的胜败，他是我们的保祐者D教信士们 

只信赖安拉吧!”〔52〕你说：“你们只期待着我们获得两大善 

果之一，我们却期待着安拉降天灾来折磨你们，或借我们的手 

CET3J你说：“你们自愿地或勉强地捐献吧，你们的捐献绝不被 

接受，因为你们是放肆的民众，〔54〕他们的捐献之所以不被 

但做礼拜时总是懒洋洋的；他们不m献则已，捐献时总是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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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 忏悔章 

〔55〕他们的财产和子嗣，不要使你赞叹，安拉只要在今世生活 

〔56〕他们以安拉盟誓，说他们的确是你们的同道;其实他们不 

是你们的同道，但他们是胆怯的民众。〔57〕假苦他们发现一个 

堡垒，或山洞，或地道，他们必定仓惶地逃窜。〔58〕他们中有 

如果不分给他们，他们就勃然大怒。〔59〕如果他们满意安拉及 

其使者给予他们的，并且说：“安拉及其使者将以别的恩惠给 

予我们，我们确是祈求安拉的。”〔那对F他们是有益的；Uf 

力赎身者、不能述债者、为主道工作者、途中穷困者；这是安 

信任信士们，他是你们中信道者的慈恩，伤育安拉的使者的人 

们，将受痛苦的刑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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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 忏悔章 

〔62〕他们以安拉对你们盟誓，以使你们喜悦，如果他们真是信 

士，更应该使安拉及其使者喜悦。〔63〕难道他们不知道吗？谁 

们的心事告诉信士们。你说：“你们嘲笑吧！安拉必定要揭露 

你们所防备的事情，〔65〕如果你质问他们，他们必定说，‘我 

们不过是闲谈和游戏罢了，你说：“你们嘲笑安拉及其迹象和 

我饶恕你们中的一伙人，我将要惩治你们中的另一伙人，阂为 

戒善，紧捱双手，〔不肯施舍〕，他们忘记了安拉，主也忘记了 

他们。伪佶者就是放肆者。〔68〕安拉应许伪信的男女和不信 

道#,他们将入火狱，并永居其中，火狱是足以惩治他们的。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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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 忏悔章 

〔69〕C伪信的人们婀！你们〕象你们以前逝去的民族一样，不过 

他们的势力比你们雄厚，财产和子嗣比你们富庶，他们曾享受 

逝去的民族曾享受他们的份儿一样}你们也象他们那样去闲 

谈吧！这等人的善功，在今世和后世都是无效的这等人是亏 

和赛莫德人，易h拉欣的宗族，麦德彦的居民和被倾覆的城市 

的居民，难道那些人的消息没有来临他们吗？那些人的使者们 

〔71〕信道的男女互为保护人，他们劝善戒恶，谨守拜功，完纳 

天课，服从安拉及其使者，这等人安拉将怜悯他们。安拉确是 

诸河的乐园，并永居其中，他们在常往的乐园里，将有优美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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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 忏悔章 

〔73〕先知啊！你当对不信道者和伪信者战斗并严厉地对待他 

誓，说他们没说什么，其实，他们确已说过不信道的话，而且 

轨，但未得逞。他们非难，只因安拉及其使者以其恩惠使他们 

富足。如果他们悔过，那对他们是更有益的；如果他们背弃 

他们在大地 

上没有任何保护者，也没有任何援助者〔75〕他们中有些 

人，与安拉缔约:“如果安拕把部分恩惠赏赐我们，我们一定施 

舍，一定成为善人，〔M〕当他把部分恩惠赏赐他们的时候r 

他们吝啬，而a违背正道，c?n故安拉钽他们心中常怀伪信 

直到见主之日，因为他们对安拉爽约，而且常撒谎。〔78〕难 

道他们不晓得安拉是知道他们的隐情和密谋的，是深知一切 

幽玄的吗？难道他们不晓得吗？ 〔79〕信士中有人慷慨捐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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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 忏悔章 

〔80〕你可以替他们求饶，也可以不替他们求饶。即使你替他们 

求饶七十次，安拉也不会饶恕他们。因为他们不信安拉及其使 

者。安拉是不引导放肆的民众的& 〔81〕使#出征后，在后方 

主道而奋斗a他们互相嘱咐说：“你们不要在热天出征，你说 

火狱的火是更炽热的，假若他们是明理的。”〔82〕让他们少笑 

些，多哭些，以报酬他们的营谋D〔83〕如果安拉使你转问去见 

说：“你们永远不要同我一道出征，你们绝不要同我一道去作 

战i你们初次确已喜欢安坐家中，往后，你们就同f/i在后方的 

何人準行殡礼，你不要亲临他们的坟墓，他们确巳不信安拉及 

其使奔，他们是悖逆地死去的。〔85〕他们的财产和子嗣不要 

情况下死去。〔86〕如果降示_章经说:“你们要信仰安拉，要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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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 忏悔章 

〔87〕他们愿意和妇女们在一起f他们的心已封闭了，故他们不 

是明理的。〔88〕但使者和他的信士们，借A己的财产和生命 

而奋斗> 这等人正是有福的，这等人正是成功的。〔89〕安拉已 

的成功。〔90〕游牧人中有人托故来向你请假，他们对安拉及 

其使者撒谎不肯来请假&他们中不信道者，将遭受痛苦的刑 

罚^〔91〕衰弱者、害病者、无旅费者，〔他们不出征〕都无罪过 

如果他们忠于安拉及其使者。行善的人们是无可非难的；安拉 

是至赦的，至慈的。〔92〕那等人也是无可非难的，当他们来请 

求你以牲P供给他们〔出征〕的时候，你说：“我没有牲口供给 

你们。”他们就挥泪而去，他们因为不能自筹旅费而悲伤 

与妇女们在一起，安拉封闭了他们的心，故他们不知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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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一 忏悔章 

你说:“你们不要托故。我们绝不相信你们；安拉确13把你们 

的情况杏诉了我们。安拉及K使茗将要石你们的行为，然G 

你们将被送到仝知幽明荇那啦去，他将把你们的行为佐诉你 

们/’〔95〕岿你们转回去到他们的吋候，他们要以安拉发誓 

以便你们避开他们^你们就避开他们吧g他们确是污秽的；他 

们发哲，以便你们萚欢他们。即使你们喜欢他们，〔也无济T 

是吏加+佶的，足更加伪倍的，足吏不能明D安拉降示其使者 

的法度的。安拉足仝知的，是至春的。〔98〕游牧的阿拉伯人 

他们遭遇厄i^Q安拉是全聪的，是全知的^ 〔99〕游牧的阿拉 

以获得安拉的亲近和使齐的祝福5 3然，他们必定要借此而获安 

拉的亲近，安拉将使他们进入他的賜恩之中。安拕确是至赦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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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一 忏悔章 

〔100〕迁士和辅七屮的先进者，以及跟着他们行善的人，安拉 

桌爱他们，他们也喜爱他；他巳为他们预备了 F临诸河的乐园 

他们将永居其中；这正是伟大的成功。aoi〕在你们四周的游 

牧的阿拉伯人中，有许多伪信者，在麦地那人中也W许多伪 

人己承认0己的罪过。他们曾使善行和恶行丑相混合，安拉或 

许准他们悔过。安拉确是至恕的，确是至慈的。〔103〕你要从 

他们的财产中征收赈款，你借赈款使他们F净，并使他们纯i占、 

你要为他们祈祷；你的祈祷_确是对他们的安慰。安拉是全聪 

的，是全知的。〔i(H〕难道他们不知道吗？安拉是接受他的仆 

人的忏悔的，是采纳赈款的；安拉是至恕的，是至慈的。C105〕 

你说:“你们工作吧！安拉及其使者和信士们都要看见你们的 

工作;你们将被送到全知幽明者那里去，而他要将你们的工作 

或饶恕他们。安拉是全知的，是至睿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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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h 忏悔章 

〔107〕还有一些人，修建了一座清真寺，其目的是妨害和睦，加 

强不佶，分离信上，并作为W骱违抗安拉及其使者的人的埋伏 

确是撒谎的，〔108〕你永远不要在那座清真寺里做礼拜。从第 

拜的。那里面有许多爱好淸洁者;安拉是喜爱淸洁者的^ CI093 

崖的边缘为地基,因而随着吣入火狱者更好呢？安拉不引导 

不义的民众。〔110〕除非他们的心碎了，他们所建筑的清真寺， 

将永远成为他们心中游移的根源。安拉是全知的，是至睿的。 

〔111〕安拉确已用乐园换取信士们的生命和财产。他们为安 

记录在《讨拉特X《引支勒》和《古兰经》中。谁比安拉更能践 

约呢？你们要为自己所缔结的契约而高兴，那1£是伟大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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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一 忏悔章 

〔112〕他们是忏悔的，是拜主的，是赞主的^是斋戒的，是鞠躬 

的，是叩头的，是劝善的，是戒恶的，是遵守主的法度的;你要 

向信道的人们报喜。〔113〕先知和信士们，既知道多神教徒是 

〔114〕易卜拉欣曾为他父亲求饶，只为有约在先;他既知道他的 

的，确是容忍的g 〔115〕安拉既引导了一些民众，就不至于使 

全知万物的，〔116〕安拉确有天地间的统治权，他能使死者生 

们和辅士们悔过。当时，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心几乎偏邪之后 

安拉允许他们悔过，安拉对他们确是至爱的，确是至慈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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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一 忏悔章 

〔118〕他也允许那三个人悔过，他们留侍安拉的命令，感到大 

地虽广f他们觉得无地自容f心境也觉得很狹隘，相信除向安拉 

便他们自新。安拉确是至恕的，确是至慈的D〔119〕信道的人 

们啊！你们要敬畏安拉，要和诚实的人在一起。〔120〕麦地那 

们为安拉而遭遇的饥渴和劳顿，他们触怒不信道者的每 

拉一定不使行善荞徒劳无酬。〔121〕他们所花的旅费，无论多 

寡，以及他们所经历的路程，都要为他们i己录下来，以便安拉 

对他们的行为给予最优厚的报酬^〔]22〕信士们不宜全体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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忏悔章 

〔123〕信it的人们啊!你们要讨伐邻近你们的不信道者，使他们 

感觉到你们的严把、你们知道，安拉是和敬畏者在一起的。 

〔124〕当降示一章经的时候，他们屮冇人说：“这章经使你们 

中的哪个人更加确佶呢至于倍道#，那章经使他们更加确 

信J'同时，他们是快乐的。〔125〕至于心中有病者，那章经 

使他们污秽h加污秽，他们至死不信道。〔126〕难道他们不知 

道吗？他们每年受一两次考验，但总是不改悔，也不觉悟。 

C127〕当降示一章经的时候，他们面面相觑〔说〕5 “有人看见你 

是不理解的民众，〔128〕你们本族中的使者确已来教化你们 

了，他不忍心见你们受痛苦，他渴望你们得正道，他慈爱信 

士们。〔129〕如果他们违背正道，你就说，安拉是能使我满足 

的，除他外，绝无应受崇拜的，我只信托他，他是伟大的宝 

第一0章优努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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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"h- 优努斯章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艾列弗f俩目，拉仪。这些是包含智慧的经典的节文 

〔2〕难道人们认为这是怪事吗？我宵启示他们中的一个男子 

升上宝座，处理万事。没有一个说情#，不是先得到他的允许 

的。那是安拉，你们的主，你们应当崇拜他。你们怎么还不 

觉悟呢？ C 4〕你们都只归于他，安拉的诺言是真实的。他确 

行善者a不信道者，将因fld的不信道而饮沸水f并受痛苦 

的刑罚。〔5〕他曾以太阳为发光的、以月亮为光明的，并为月 

亮而定列宿，以便你们知道历算。安拉只依真理而创造之。他 

为能了解的民众而解释一切迹象。〔6〕昼夜的轮流，以及安 

拉在天地间所选的森罗万象，在敬畏的民众看来，此中确有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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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努斯章 

〔7〕不希望与我相会，只愿永享今世生活，而旦安然享受的 

人,以及忽视我的种种迹象的人，〔 8〕他们将因自已的貲谋而 

以火狱为归宿9 C9〕信道而且行善的人，他们的主将因他们 

的信仰而引异他们；他们将安居于下临诸河的幸福园中〆10〕 

在乐园中的祝词是，平安'他们最后的祈祷是 

如他们急于求福那样，他们的大限必已判定了，但我任随那 

些不希望与我相会的人徘徊于其残暴之中。〔12〕当人遭遇灾 

害的时候，便卧着、或坐着、或站着向我祈祷。等我解除他们 

的灾窝后，他们就继续作恶，仿佛不曾祈求我解除他们的灾苦 

样。过分的人们是这样为他们的行为所迷惑的〔13〕在你 

们之前曾冇许多世代，他们族中的使名既昭示了他们许多明 

证，而他们仍行不义，不肯信道，我就毁灭/他们，我这样报 

应犯罪的民众。〔14〕在他们灭亡之后，我以你们成为大地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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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— 优努斯章 

〔15〕冇人对他们宣读我的明显的迹象的时候，那些不希望会 

如果我违抗我的主，我的确畏惧重大日的刑罚，〔16〕你说; 

假若安拉M欲，我一定不向你们宣读这部经f安拉也不使你 

〔19〕人们原来是一个民族，嗣后，他们信仰分歧，假若没冇一 

句话，从你主预先发出，那末他们所争论的是非，必定获得判 

决了&〔20〕他们说：“为何没有一种迹象从他的主降临他呢 

你说:“幽玄只归安拉，你们期待着P0!我确足和你们在一起 

期待着的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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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- 优努斯章 

〔21〕在众人遭遇灾害之后，当我使他们尝试慈恩的时候，他们 

忽然图谋诽谤我的迹象。你说：“安拉的计谋是更迅速的，我 

的使者们确是记录你们的计谋的。〔〗2〕安拉使你们在陆上和 

海上旅行。逬你们坐在船中，乘顺风而航行，并因风而欣喜 

的时候^ M风向船袭来，波涛从各处滚来，船里的人猜想自己 

已被包围，他们虔诚地祈祷安拉，“如果你使我们脱离这次灾 

难，我们必定感谢你，〔23〕当他拯救了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忽然 

在地方上无理地侵害〔他人〕。人们啊！你们的侵害只有害于 

白身，那是今世生活的享受,然后，你们只归于我，我要把你们 

的行为告诉你们。〔24〕今世的生活，就象是从天空降下雨水， 

地里的禾苗，即人和牲畜所吃的东西一^就因之而繁茂起来 

直到田地穿上盛装，打扮得很美丽，而农夫猜想肖己可以获得 

丰收的时候，我的命令在黑夜或内昼降临那些田地，我使五谷 

只留K荏儿，仿佛新近没有种过庄稼一样。我为能思维的民众 

这样解释许多迹象&〔25〕安拉召人到平安的住宅，并引导其 

所欲引导的人走上正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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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t 优努斯章 

民，将永居其中。〔28〕在那日，我要把他们全部集合起来，然 

〔29〕安拉足为我们和你们之间的见证，我们的确忽视你们的崇 

拜，〔30〕在那时f各人将考验自己在生前的行为，他们将被送 

他们了^〔31〕你说：“谁从天上和地上给你们提供给养？谁主 

活物中生出？谁管理事物?”他们要说：“安拉，你说，难道你 

们不敬畏他吗？〔32〕那是安拉，你们的真实的主宰。在真理之 

的判决对放肆的人们落实了a他们毕竟是不信道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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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优努斯章 

〔34〕你说；“你们的配主能创造万物，而且加以再造的吗？” 

啦？你们怎么这样判断呢?”〔36〕他们大半是只凭猜想，猜想 

这部《占兰经》不是可以舍安拉而伪造的，却是安拉降示来证 

乃是从众世界的主所降示的。〔38〕难道他们说他伪造经典吗? 

你说：“你们就试拟作一章吧r如果你们是诚实的，你们就应 

未通晓，而其解释尚末降临的经典。在他们之前的人，曾这样把 

他们族中的使齐称为说谎若。你看看！不义荞的结M，是怎样 

的“41〕如果他们称你为说谎者，你就班：“我有我的工怍， 

你们奋你们的X作，你们与我所做的事无干，我与你们所做的 

事无涉〔42〕他们中存倾听你的，难道你能使聋子闻道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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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优努斯章 

〔43〕他们中有注视你的，难道你能引导瞎子吗？即使他们没 

〔45〕在他集合他们的那曰，他们仿佛只在白昼逗留过一会儿 

吓他们的那种刑罚，那末，我对他们确是全能的p设或我使你 

寿终，那末，他们只P于我，然后，安拉是见证他们的行为的。 

时候实现呢？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人。”〔49〕你说：“我不能为我 

们的期限来临的时候，他们不能耽延一会儿；〔当其未来临的 

时候,〕他们不能提前一会儿。”〔50〕你说；“你们告诉我吧！如 

早日实现的是什么刑罚呢？〔51〕难道要他们的刑罚降临你们 

的时候f你们才归依他吗?”你们确要求他的刑罚导H降临你 

们说：“你们尝试永久的刑罚吧！你们只因自己的谋求而受 

的主发誓，这确足真实的，你们绝不能逃避天谴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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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优努斯章 

〔54〕假若每个不义的人，都拥有大地上的一切，他必用它做罚 

金。当他们看见刑罚的时候，他们必怀悔恨.他们要被秉公判 

决，不受冤柱。〔55〕真的，天地万物确是安拉的。真的，安拉 

的诺言，确是真实的f但他们大半不知道。〔56〕他能使死者生 

能使生者死;你们只被召归于他。〔57〕人们啊！确已降临你 

们的引导和慈恩。〔58〕你说：“这是由T安拉的恩惠和慈恩 

说：“你们告诉我吧！安拉为你们降下的给养，你们把它分为 

违法的M合法的，你们究竟是奉安拉的命令呢？还是假借安 

活曰将作何猜想呢？安拉对人们，确是有恩惠的，但他们大 

半不感谢〔61〕无论你处理什么事物，无论你诵读《古兰经》哪 

章经文，无论你们做什么工作，当你们着手的时候，我总是 

见证你们的。天地间微屯里的事物，都不能逃避安拉的鉴察 

无论比微尘小还是比微尘大，都记载在一本明敁的天经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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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卜 优努斯章 

C62〕真的，安拉的朋友们，将来没有恐惧，也不忧愁。C63〕他们 

就是信道而敬畏的人。〔64〕在今世和后世，他们都将得到佳 

不要让他们的胡言乱语而使你忧愁；一切权势归安拉，他确是 

全聪的，全知的&〔66〕真的，天地间的一切，确是安拉的T舍安 

尽说谎话3〔67〕他为你们创造了黑夜，以便你们在夜间安息 

又创造白昼，以便你们在白天能看见东西，对于能听忠f的 

民众，此中确存许多迹象。〔68〕他们说：“安拉以人为子。”光 

荣归于安拉！他是无求的。天地万物都是他的^你们对此事 

并无明证，难道你们可以假借安拉的名义而妄说出己所不 

知道的事情吗？ C69〕你说，“假借安拉的名义而造谣的人是不 

我将因他们不信道而使他们尝试严厉的刑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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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— 优努斯章 

的宗族啊!如果我居住在你们屮间，以安拉的迹象教训你们 

的。你们对我做出判决吧，不要宽限我。〔72〕如果你们违背 

安拉负担。我曾奉命做一个顺服的人，〔73〕但他们称他为说 

谎者，故我拯救了他和与他同船的人，并使他们为代治者，而 

淹死了否认我的迹象的人。你看看曾被替告者的结局是怎样 

的！〔74〕在他之后，我曾派造许多使若f去教化他们自己的宗 

所否认的东西。我这样封闭过分#的心。〔75〕在他们之后，我 

出的真理降临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说:“这确是明显的魔术。 

穆萨说：“难道你们这样评论已降临你们的真理吗？这难道是 

魔术吗？术士是不会成功的。”〔78〕他们说：“你到我们这里 

来，想使我们抛弃我们的祖先的宗教，而让你们俩称尊于国 

中吗?我们绝不会佶任你们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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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一 优努斯章 

〔79〕法老说：“你们把一切高明的术士都召来见我吧！ ”〔80〕当术 

士们来到的时候^穆萨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抛出什么就快抛出来 

吧! ”〔81〕当他们抛出来的时候，穆萨说：“你们所表演的确是魔 

术，安拉必使它无效，安拉必定不相助破坏者的X作，〔82〕安 

拉将以他的言语证实真理，即使犯罪的人不愿总。〔83〕归信穆 

他们。法老在地方卜，确是萵傲的，确是过分的〔S4〕穆萨说 

我的宗族啊！如果你们信仰安拉，你们就应当只信赖他，如果 

你们是归顺的。” CS5〕他们说:“我们只倍赖安拉。我们的主啊 

们脱离不信道的民众，〔87〕我曾启示穆萨和他哥哥说:“你们俩 

为礼拜的地方，你们应当谨守拜功，你应当向信士们报喜， 

〔88〕穆萨说：“我们的主啊！你把各种装饰品和今世生活的各 

求你封闭他们的心。m愿他们不信教，直到看见痛苦的刑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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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一 优努斯章 

传道，你们俩不要遵循无知者的道路。”f〔90〕我曾使以色列人 

渡海，于是法老和他的军队残暴地追赶他们，直到他将被淹死 

崇拜的；同时，我是一个顺服者。” C9D现在〔你才归信〕吗? 

戒，确是忽视的a〔93〕我确已使以色列人居住在一个安定的地 

是非。〔94〕.假若你怀M我所降示你的经典，你就问问那些常常 

诵读在你之前所降示的天经的人们。从你的主发出的真理， 

认安拉的迹象者的行列，以致你入于亏折者之中。〔96〕被你 

的主的判词所判决的人，必定不佶道；〔97〕即使每种迹象都降 

临他们，直到他们看见痛苦的刑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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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一 优努斯章 

〔98〕为何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信仰正道，因而获得信道的裨 

益呢？何优努斯的宗族，当他们信道的时候，我曾为他们解除 

f今世生活中凌辱的刑罚，并使他们暂时享受。〔99〕如果你的 

主意欲，大地上所有的人，必定都信道了。难道你要强迫众人 

都做倍土吗？〔100〕任何人都不会信道，除非奉真主的命令。他 

以刑罚加于不明理的人们。〔101〕你说t “你们要观察天地之间 

裨益的^〔〗02〕他们只等待在他们之前逝去者所遭的那种苦难 

日子。”你说:“你们等待吧！我确是与你们一起等待的，〔103〕 

嗣后，我拯救了我的使者们和信道的人们，我将这样负责拯救 

般信士，〔104〕你说:“人们啊！如果你们怀疑我的宗教，那 

们寿终a我奉命做一个佶道者，〔105〕并〔奉命说〕：“你应当 

趋向正教，你切莫做一个以物配主的人，〔106〕切莫舍安拉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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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一 呼德章 

〔107〕如果安拉降一点灾害于你，那末，除他之外，绝无能解除 

灾寓的D如果他欲降福利T你，那末，任何人也不能阻拦他的 

恩惠。他把那恩惠降子他所意欲的仆人。他是至赦的，是至 

慈的/〔108〕你说=“众人呀！从你们的主发出的真理，确已 

宵。我不是监护你们的/〔109〕你应当遵从你所受的启示，并 

经典，是从至容的.彻知的主降示的。〔2〕〔你说〕："你们只 

应当崇拜安拉，我确是奉他的命来警告你们，并向你们报喜的。 

〔3〕你们应当向你们的主求饶f然后，向他悔过，他就使你们 

如果你们违背正道，那末，我的确拘心你们遭受重大日的惩罚。 

C4〕你们只归于安拉，他对万事确是全能的。”C 5〕真的，他们 

的确胸怀怨恨，以便隐瞒安拉。真的，当他们用衣服遮盖胸部 

的吋候，安拉知道他们所隐讳的和他们所表白的，他确是全知 

心事的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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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二 呼德章 

本明确的天经中。〔7〕他在六H之中创造了天地万物 

的人们必定说；“这个只是明显的魔术/〔8〕如果我把他 

们应受的惩罚展缓一个可数的日期，他们必定说：“惩罚怎么 

不降临呢?”真的，在惩罚降临他们的日孓，他们将无处逃避 

他们所嘲笑的惩罚将要降临他们。〔9〕如果我使人尝试从我发 

在遭遇艰难之后，如果我使他尝试幸福，他必定说：“灾害已 

脱离我了，他必定欣與而且自夸。〔11〕但坚忍而R行善的人 

们，将蒙饶恕，并受®大的报酬。〔12〕你或许不宵传达你所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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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二 呼德章 

C13〕难道他们说他捏造经典吗？你说:“你们试似作十章吧。你 

们是顺服的人吗？ Q5〕凡欲享受今世生活及其装饰的人，在今 

世我要使他们享受自己行为的完全的报酬；在今世，他们不受 

亏待&〔16〕这等人在后世只得享受火狱的报酬，他们的事业将 

吗？他们依据从他们的主降示的明证，而且他们的主所派遣 

是安拉所降赐的指南和慈恩^这等人是坚信那明证的^各党 

的主的检阅，而见证者们将来要说：“这些人是假借他们的卞的 

他们阻碍安拉的大道，并暗示它是邪道，而且不倍后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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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二 呼德章 

〔20〕这等人在大地上绝不能逃避天谴。除安拉外，他们绝无 

保护者D他们将受到加倍的惩罚。他们未能听从，也未观察。 

毫无疑义，他们在后世是最亏折的。〔23〕信道而且行善，并 

对安拉衷示谦逊的人，他们确是乐园的居民，将永居其中。S 

又明又聪的人，难道这两派彼此的情况是一样的吗？你们怎么 

们确是一个坦率的警告#。〔26〕除安拉外，你们不要崇拜任 

何物。我的确怕你们遭受痛苦日的惩罚〔27〕但他的宗族中 

不信道的贵族说：“我们认为你只是象我们一样的一个凡人， 

们认为你们不比我们优越9我们甚至相信你们是说谎的。”〔28〕 

他说:“我的宗族啊！你们告诉我吧，如果我是依据从我的主 

降示的明证的，并且曾受过从他那里发出的慈恩,但那个明证 

对于你们是模糊的，难道你们憎恶它，而我们强迫你们接受 

它吗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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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二 呼德章 

报酬只归安拉负担。我不驱逐信道的人们。他们必定要会见 

他们的主，何我认为你们是无知的民众6〔30〕我的宗族啊！如 

果我驱逐他们，那末，谁能保护我不受安拉的惩罚？你们怎 

么不觉悟呢？ 〔3〗〕我不对你们说我有安拉的宝藏，也不说我 

安拧绝不赏赐他们任何福利——安拉是了解他们的事情的 

否则r我必是一个不义的人，〔32〕他们说:“努哈啊！你确 

Q和我们争论，而且争论得太多了，你昭示我们你用来吓唬我 

们的惩罚吧，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。”〔33〕他说：“只有安和 

能使惩罚降临你们，如果他M欲，你们绝不能逃避天谴。〔34〕 

如果我欲忠告你们，而安拉欲使你们迷误，那我的忠告是无 

你的宗族中除已归信若外，绝不会再有人归信你，故你不要 

为他们的行为而悲伤。[37〕你应当在我的亲眼关注下，依我的 

启示而造船。你不要为不义的人们而祈祷我*他们必定要被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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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德章 

〔38〕他正在造船他的宗族中的贵族们每逢从他面前走过，都 

嘲笑他，他说:“如果你们嘲笑我们，我们也必定要象你们嘲笑 

谁要遭永久的惩治，〔40〕等到我的命令來临而洪水从地面涌 

家属——除已被判决荞外——和信道的人们一起t船去 

船的航行和停舶都是奉安拉之名的。我的i确是至赦的，确 

是至慈的，〔42〕那U船载着他们航行于山岳般的波涛之间。 

努哈喊叫他儿子——那时他远在船外——说:“我的孩子啊! 

你来和我们一道乘船吧M尔不要同不信道的人们在一起。”〔43〕 

他儿子说:“我要到一座山上去躲避洪水/他说：“今天，除安 

你上面的水吧！云啊！散开吧于是洪水退去了，事情就被 

判决了船停舶在朱迭山上。有人说；“不义的人们已遭毁灭 

了，〔45〕努哈祈祷他的主说；“我的主啊！我的儿子是我的亲 

人，你的诺言是真实的，你是最公正的判决者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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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德章 

U6〕主说；“努哈啊!他的确不是你的家厲，他是作恶的，你不 

〔47〕他说：“我的主啊！我求庇子你，以免我向你祈求我所不 

知道的事情，如果你不饶恕我，不怜悯我r我就变成为亏折的人 

了。”〔48〕有人说：“努哈啊！你下船吧！从我发出的平安和幸 

福，将要降临你和与你同船的人的部分后裔a他们的另一部分 

后裔，我将使他们享受，然后，他们将遭受从我发出的痛苦 

的惩罚。”〔49〕这是部分幽玄的消息|我把它启示你^以前，你 

的宗族啊〖你们应2崇拜安拉，除他外，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。 

们索取报酬，我的报酬只由造化我的主宰负担难道你们不理 

解吗？〔52〕我的宗族啊！你们应当向你们的主求饶，然后归 

依他，他就把充足的雨水降给你们，并使你们更加富强u你们 

不要背离〔正道〕而犯罪。”〔53〕他们说，‘呼德啊！你没有昭 

示我们任何明证，我们绝不为你的言论而抛弃我们的神灵，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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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德章 

〔54〕我们只想说，我们的一部分神灵使你发狂。”他说;“我求安 

拉作证，你们也应当作证，我对于你们所用以配安拉的C偶像〕 

确是无干的乂55〕你们群起而谋害我吧^而且不耍宽恕我。〔56〕 

我的确信托安拉——我的中和你们的主，没有一种动物不归 

他管辖。我的主确是在正路匕的。〔57〕如果你们违背正道，那 

末，我确已把我所奉的使命传达给你们了，我的主将以別的民 

众代替你们，你们一点也不能伤害他。我的主确是监护万物的。 

顺从每个顽固的暴虐者的命令。〔60〕他们在今世和复活永 

遭讯咒。真的，阿德人确已否认他们的主.真的！阿德人——呼 

除他外，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D他用地上的土创造你们，并使你 

的主确是临近的，确是有求必应的，[62]他们说:“撒立哈啊 

以前，你在我们中间是众望所W的，难道你禁止我们崇拜我们的 

祖先所崇拜的〔偶像〕吗？我们对子你用以号召我们的事确是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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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德章 

〔63〕他说：“我的宗族啊！你们告诉我吧f如果我是依据从我 

只能使我遭受更大的损失，〔64〕我的宗族啊！这是安拉的 

母驼，可以做你们的迹象，所以你们应当让它在安拉的大地 

t吃草，不要伤害它，否则，临近的惩罚将袭击你们。”〔65〕但 

是他们宰了它，他就说:“你们在家里享受三日吧！这不是骗人 

的应许。’’〔66〕当我的命令降临的时候，我因为从我发出的慈 

恩而使撒立哈和同他一起信道的人脱离当的耻辱，你的主确 

是至强的，确是有权的。〔67〕呐喊袭击了不义的人们，顷刻之 

fait他们都僵仆在自己的家里，〔68〕仿佛他们没有在里面住 

过一样。真的，赛莫德人确已否认他们的主。真的，愿赛莫徳 

人遭受毁火a «9〕我的众使荞确已带着喜讯降临易卜拉欣, 

他们说:“祝你平安! ”他说| “祝你们平安，他很快就拿来一只 

烤犊来a 〔70〕当他肴见他们不伸手去取犊肉的时候，他认为 

他们是奇怪的，他对他们觉得有点害怕。他们说t “你不要害 

怕，我们确是被派到鲁特的宗族去的a”〔n〕他的妻子站在一 

旁笑了我就以易司哈格和在易司哈格之后的叶尔孤白向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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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二 呼德章 

〔72〕她说；“咄咄怪事，我这个老太婆还会生孩了-吗？这是我 

龙钟的丈夫D这确是一件奇事! ”〔73〕他们说：“难道你对安拉 

的命令感到惊讶吗？愿安拉的怜悯和幸福降临你们全家，他 

确是可赞的，确是光荣的。”〔70当畏惧离开易卜拉欣，而喜讯 

降临他的时候，他为鲁特的宗族而与我的众使荇争论，〔75〕 

拉欣啊！你避开这争论吧！你的主的命令确已来临了，不可 

抵御的惩罚必定降临他们，〔77〕当我的众使者来到鲁特家 

的吋候，他为使者们陷入难境，他无力保护他们，他说；“这 

是-个艰难的日子3”〔78〕他的宗族仓猝地到他的家里来，他 

们向來是怍恶的^他说5 “我的宗族啊!这些是我的女儿，她 

们对于你们是更纯洁的。你们应当敬畏安拉，你们对于我的 

吗？”〔79〕他们说;“你确C知道我们对于你的女儿们没有任何 

权利，你确实知道我们的欲望。"〔80〕他说：“但愿我有能力 

抵抗你们，或退避到一个坚强的支柱/’〔81〕他们说，鲁特啊! 

我们确是你的主的使者，他们绝不能伤及你6你应当带着你 

的家属在五更出行——你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要回头看——但 

是早晨，难道早恳不是临近的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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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德章 

定的连续的陶石象雨点般地降落在他们身上。〔83〕那些陶石 

是在你的主那里打上标记的，它并非远离不义荞的。S〔84〕我 

确已派遺麦德彦人的弟兄舒阿卜去教化他们，他说：“我的宗 

为非作歹^〔86〕积存在安拉那里的给养，对于你们是更好的，如 

果你们是信士。我绝不是你们的监护者。”〔87〕他们说:“舒阿 

卜啊!难道你的祈祷命令你让我们放弃我们祖先所崇拜的〔偶 

像)并命令你教我们不要自由地支配我们的财产吗?你确是宽 

仁的，确足精神健全的! "〔88〕他说;“我的宗族啊！你们告诉我 

吧，如果我是依据从我的主降示的明证的，而他曾将他的佳美 

背道而驰，我禁止你们犯罪，我就不犯罪，我只愿尽我所能从事 

改革，我的成功全凭安拉的援助，我只倍赖他，我只归依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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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二 呼德章 

〔39〕我的宗族啊！你们绝不要因为反对我而使你们遭受努哈 

的宗族，或呼德的宗族，或撒立哈的宗族所遭受的惩罚。魯特 

的宗族〔灭亡的时代〕离你们是不远的。〔90〕你们应当向你们的 

〔91〕他们说:“舒阿卜啊！你所说的话有很多是我们所不理解 

族啊!难道我的家族对T你们比安拉还尊贵吗？你们把安拉当 

作你们背后的弃物，我的主确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&〔93〕我的 

宗族啊，你们按自己的方式而工作吧，我确是工作的！你们将 

知道凌辱的惩罚降临谁，而II知道谁是说谎的人。你们期待着 

喊声袭击了不义的人们，顷刻之间，他们都伏仆在自己的家里。 

〔95〕仿佛他们没有在里面住过一样。a的，愿麦德彦人遭受 

毁灭，犹如赛莫德人遭受毁灭一样！〔％〕我确已派遣穆萨带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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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二 呼德章 

〔98〕在复活P，法老将引导他的百姓，向将他们引入火狱f他 

们所进入的那个地方真恶劣。〔99〕他们在今世受诅咒*在复 

活曰也遭受诅咒，他们所受的援助真恶劣！〔100〕这是已遭毁 

有荡然无存的。〔101〕我没有亏待他们，但他们亏待自己^他 

们舍安拉而祈祷的众神灵，当你的主的命令降临的时候，对于 

他们无济于事，只使他们更受损伤。〔102〕当你的主毁灭不义 

的市镇的时候，他的惩罚就是这样的。他的惩罚确是痛苫的 

确是严厉的。〔103〕对于畏惧后世惩罚的人，此中确有一种迹 

象。那是世人将被集合之Rt那是世人将被证明之日^ L1Q4) 

我只将它展缓到一个定期^〔105〕在那日惩罚将要降临，每个 

人须经安拉的允许才得发言，他们当中有薄命的，有幸福 

的。noe〕至于薄命的f将进入火狱，他们在其中将要叹气，将 

要哽咽。〔107〕他们将天长地久地永居其中。除非你们的主 

所意欲的，你的主确是为所欲为的。S〔108〕至于幸福的，将进 

入乐园，而永居其中，天长地久，除非你的主所意欲的^那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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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二 呼德章 

〔109〕你对这等人所崇拜的〔偶像〕，不要怀疑，他们只象他们 

的袓先那样崇拜，我必定要把他们的份儿完全无缺地赏賜他 

于它确是在使人不安的怀疑之中。〔m〕你的主必使每个人都 

〔112〕你应当按照天命而遵循正路，与你一起悔过的人，也当 

〔113〕 

你们不要倾向不义的人，以免遭受火刑。除安拉外，你们绝无 

保护者，然后，你们不能获得援助。〔114〕你当在白昼的两端和 

初更的时候谨守拜功，善行必能消除恶行。这是对于能觉悟 

者的教诲。〔115〕你当坚忍，因为安拉必不使行善者徒劳无酬 

〔116〕在你们之前逝去的各世代中，有德者为何不禁止众人 

那些市镇的居民是善良的，你的主就绝不会强制地毁火他们 

234 



J^^>- 5^1j ^Jj>5^0^^ 1 

J^> 兔 ©s^J*^ O10J 0^ O^^rCS^ 

jA^P^ J0i^3 c/fj^ 44^ 命 
O^JoUSJJljO dljjUj a£SjJ==£^J aJ^cS 

陪歡_以兵』c4\；迆） 

4%A 〆 

②:^5^ 4 jl^^JIjl^jlIii^ 1!^£=^3^二' 

i^JU^ 

rto 



卷十二 呼德章 

〔118〕假若你的主意欲，他必使众人变成为一个民族3他们将 

继续分歧，〔119〕但你的主所怜悯的人除外。他为这件事而创 

造他们。你的主的判辞已确定了：我誓必以人类和精灵一起 

充满火狱。〔120〕关于使者们的消息，我把它告诉你，用来安定 

临你了D a21〕你对不信道的人说，你们按你们的方式而工作 

吧，我们确是工作的！ U22〕你们等待吧，我们确是等待的! 

〔123〕天地的幽玄只是安拉的，一切事情只归他，故你应当崇 

拜他，应岂信赖他你的主绝不忽视你们的行为。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一一一节^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艾列弗，俩目，拉仪。这些是明确的天经的节文。 

〔 2〕我确巳把它降示成阿拉伯文的《古兰经》，以便你们了解， 

C 3〕我借着启示你这部《古兰经》而告诉你最芙的故事，在这 

亲啊1我确a梦见十一颗星和太阳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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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二 优素福章 

免他们谋害你;恶魔确是人类公开的仇故/C 6〕你的主这样拣 

选你，他教你圆梦，他要完成对你和对叶尔孤白的后裔的恩典 

犹如他以前曾完成对你的祖先易卜拉欣和易司哈格的恩典一 

样，你的主确是全知的，确是至睿的.吖7〕在优素福和他哥哥 

们C的故事〕里，对于询问者确有许多迹象。〔8〕当时，他们说: 

优素福和他弟弟，在我们的父亲看来，是比我们还可爱的，而 

我们是一个C强壮的〕团体；我们的父亲确是在明显的迷误之 

中，〔9 K他们说:〕“你们把优紊福杀掉，或把他抛弃在荒远 

耍杀死优素福，你们可以把他投入井里，要是你们那样做/ 

些过路的旅客会把他拾去的。”〔1]〕他们说，我们的父亲啊! 

U2〕明天，请你让他和我们一同去娱乐游戏，我们一定保护 

们疏忽的时候，狼把他吃了。”〔14〕他们说：“我们是一个〔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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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二 优素福章 

〔15〕当他们把他带走，并且一致决定把他投入井底的时候，我 

候，告诉他们/’〔16〕傍晚，他们哭着来见他们的父亲，〔17〕他们 

说广我们的父亲啊！我们赛跑时，使优素福留守行李,不料狼 

把他吃了。你是绝不会相信我们的，即使我们说的是实话。 

说:“不然！你们的私欲怂恿你们干了这件事;我只有很好地忍 

耐，对你们所叙述的事，我只能求助于安拉〔〗9〕旅客们来 

的行为的。〔20〕他们以廉价——可数的几个银币——出卖了 

他，他们是不怜惜他的。〔21〕那购买他的埃及人对S己的妻 

T说:“你应当优待他，他也许对我们有好处，或者我们抚养他 

做义了VT我这样使优紊福在大地上获得地位，以便我教他圆 

梦。安拉对于其事务是自主的，但人们大半不知遒。〔22〕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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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二 优素福章 

〔23〕他的女主人，把所有的门都紧紧地关闭起来，然后，勾引他 

说;“快来〔拥抱〕我啊! ”他说，“求安拉保祐我！他是我的主，他 

已优待了我。不义的人必定不会成功，〔24〕她确已向往他 

他也向往她，要不是他看见他的主的明证。我这样为他排除罪 

恶和丑事，他确是我的一个忠实的仆人e〔25〕他俩争先恐后 

地奔向大门。那时她已把他的衬衣从后面撕破了，他俩在 

大门口遇见她的丈夫，她说；“想奸污你的眷属者，他的报酬 

只有监禁或痛惩，〔26〕他说；“是她勾引我，她家里的一个人 

作证说：“如果他的衬衣是从前面撕破的，那她说的是实话 

而他是说谎的；〔27〕如果他的衬衣是从后面撕破的，那末她已 

面撕破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这确是你们的诡计，你们的诡计确是 

重大的。”〔29〕〔又说〕：“优素塥，你避开此亊吧！〔我的妻子，〕 

你为你的罪过而求饶吧，你原是错误的! 〔30〕都城里的 

她确是在明显的迷误之中的 

238 





卷十二 优素福章 

〔31〕她听到了她们狡猾的流言蜚语，就派人去把她们邀请来， 

并为她们预备了一桌席，发给她们每人一把小刀，她C对优素 

福〕说;“你出去见见她们吧，当她们看见他的时候，她们赞扬 

了他，〔她们都被迷住了〕，以致餐刀割伤了自己的手。她们说 

啊呀！这不是一个凡夫，而是一位高洁的天神，〔32〕她说 

这就是你们为他而责备我的那个人，我确已勾引他，但他洁 

身自好。如果他再不听从我的命令，他势必要坐牢，他势必成 

为自甘下贱的人。”〔33〕他说：“我的主啊！我宁愿坐牢，也不 

愿响应她们的召唤a如果你不为我排除她们的诡计，我将依 

恋她们，我将变成愚人，〔34〕他的主就荇应了他，并凡为他排 

除了她们的诡计。他确是全聪的，确是全知的，〔35〕他们看见 

年和他一同入狱，这个说:“我确已梦见我榨葡萄汁〔酿酒九 

那个说:“我确已梦见我的头上顶着一个大饼，众鸟飞来啄食。 

请你替我们刨梦，我们的确认为你是行善的/’C37〕他说:“无 

论谁送什么食物给你俩之前，我能告诉你们送的是什么。这是 

我的主教给我的。冇一个民族不信仰安拉，不信仰后世，我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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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二 优素福章 

惠，但世人大半不感谢。〔39〕两位难友啊！是许多涣散的主 

宰更好呢？还是独一万能的安拉更好呢？〔40〕你们舍安拉而 

崇拜的，只是你们和你们的祖先所定的一些〔偶像的〕名称，安 

这才是正教&但世人大半不知道。〔41〕同监的两位朋友啊！你 

们俩中冇一个要替他的主人斟酒r有一个要被钉死在十字架 

决了，[42]他对他俩中预料会被释放的人说：“请你在你的t 

人曲前替我申兔。”但恶魔使他忘记在他的主人面前替优素福中 

冤，以至他在监頃坐r儿年。〔43〕国王说：“我确已梦见七义 

胖黄牛f被七头瘦黄牛吃掉了，乂梦见七穗青羞子，和七穗干麦 

f、侍从们呀！你们替我圆圆这个梦D如果你们是会画梦的人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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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二 优素福章 

〔44〕他们说：“这是一个杂梦，而且我们不会圆梦/〔45〕曾被 

赦宥并且在一个时期之后想起优素福的那个青年说；“我将告 

们，让他们知道这个梦的意义。”〔47〕他说；“你们要连种七年 

量的麦子打下来。〔48〕此后，将有七个荒年，来把你们所预备 

的麦子吃光了，只剩得你们所储藏的少量麦子。〔49〕此后，将 

国王说T “你们带他来见我吧r当使者到來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请 

们勾引优素福的时候,你们的实情是什么?”她们说:“啊呀！我 

们不知道他有一点罪过。”权贵的妻子说：“现在真相大白了， 

是我勾引他，他确是诚实的人〔52〕“这是因为要他知道，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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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三 优素福章 

E〔53〕〔他说〕：“我不自称淸白|人性的确是怂恿人作恶的 

除非我的主所怜悯的人。我的主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 

C54〕国王说：“你们带他来见我，我要使他为我自己所专有 

他对国王说话的时候，同王说：“今天你在我的御前确是有崇 

高品级的，是可以信任的人，〔55〕他说：“请你仟命我管理全 

国的仓庳，我确是一个内行的保管#，〔56〕我这样使优素福 

我所总欲者，我不会让行善者徒劳无酬^〔57〕后世的报酬，对 

于信道而且敬畏的人，将是更好的。〔58〕优素福的哥哥们来 

当他以他们所需的粮食供给他们之后，他说 

父的弟弟带来见我吧！难道你们不见我把足量的粮食给你们， 

而且我是最好的东道主吗？〔60〕如果你们不带他来见我，你 

们就不能从我这里购买一颗粮食，你们也不得临近我，〔61〕他 

们说:“我们耍恳求他父亲允许我们带他来见你，我们必定这 

样做。”〔62〕他对他的僮仆们说；“你们把他们的财物放在他们 

的粮袋里，他们回去的时候也许会认出这些财物，也许会再 

来一趟，〔63〕他们回去见了他们的父亲，说：“我们的父亲啊! 

人家不准我们再籴粮了，请你派我们的弟弟和我们一同去，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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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三 优素福章 

〔64〕他说：“对丁他我能信任你们，正如以前对于他哥哥我信 

〔65〕 

了，他们说，我们的父亲啊！我们还要求什么呢？这是我们的 

财物，已退还我们了，我们要为我们的眷厲籴粮，要保护我们 

的弟弟，我们可以多籴一驮粮，那是容易获得的粮食，C66〕他 

说：“我不派他和你们一间去，直到你们指安拉而和我立誓约， 

你们晳必带他问釆见我，除非你们全遭祸患，当他们和他立 

誓约的时候，他说s “安拉是监察我们的誓约的，〔67〕他说: 

我的孩子们，不要从一道城门进城，应当分散开，从几道城 

门进去。我对于安拉的〔判决〕，毫无裨益于你们;一切判决只 

归安拉，我只信赖他，让一切信赖者都只信赖他吧！ ”〔68〕当他 

们遵照他们父亲的命令而进城的时候，他对于安拉的判决没 

有丝毫裨益，但那是叶尔孤d心中的一种希望&他已把它表白 

知道0〔69〕当他们进去见优素福的时候，他拥抱他弟弟,他说: 

我确是你哥讶，你不要为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悲伤吧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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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三 优素福章 

〔70〕当他以他们所需的粮食供给他们的时候，他〔使人〕把一 

只酒杯放在他弟弟的粮袋里，然后一个传唤者传唤说：“队商 

啊I你们确是一伙小偷0”〔71〕他们转回来说，你们丢了什么?，’ 

〔72〕他们说:“我们丢失了国王的酒杯；谁拿酒杯来还，给谁一 

驮粮食，我是保证人，〔73〕他们说：“指安拉发誓，你们知道， 

们说:“偷窃者应受什么处分呢？如果你们是说谎的人/〔75〕 

他们说:“偷窃者应受的处罚，是在谁的粮袋里搜出酒杯来，就 

把谁当做奴仆。我们是这样惩罚不义者的，〔76〕优素福在检 

查他弟弟的粮袋之前，先检查了他们的粮袋。随后，在他弟弟 

的粮袋里査出了那只酒杯。我这样为优素福定计。按照国王 

偷窃过，优素福把这句话隐藏在心中，没有对他们表示出来， 

他暗暗地说:“你们的处境是更恶劣的。安拉是知道你们所叙 

述的事情的，〔78〕他们说:“权贵啊！他的确有一位龙钟的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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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三 优素福章 

U9〕他说：“愿安拉保祐我们，我们只把发现其粮袋里有酒杯 

福绝望的时候，他们离席而密秘会议，他们的大哥说；“你们的 

父亲曾要求你们指安拉发誓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从前，你们 

曾怠慢了优素福。我绝不离开这个地方，直到父亲允许我，或 

安拉为我而判决，他是最公正的判决者。〔81〕你们回去见父亲, 

然后对他说:我们的父亲啊！你的儿子确已偷窃，我们只作证 

我们所知道的^我们不是保证幽玄的。〔82〕请你问一问我们曾 

居住的那座市镇和与我们同行的叭商吧，我们确是诚实的。 

是至押的，〔84〕他不理睬他们，他说:“哀哉优素福他因悲 

伤而两眼发闩，他是压住性子的。〔85〕他们说:“指安拉发誓 

他说；“我只向安拉诉说我的忧伤，我从安拉那里知道你们所 

不知道的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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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三 优素福章 

〔87〕他说；“我的孩子们！你们去打听优素福和他弟弟的消息 

吧&你们不要绝望于安拉的慈恩，只有不信道的人们才绝望下 

安拉的慈恩，〔88〕当他们进去觅优素福的时候，他们说:“权 

贵啊！我们和我们的眷厲遭遇了灾宵，只带来r一点劣质财 

物，请你给我们足量的粮食，清你施舍给我们^安拉一定会报 

酬施舍者。”〔89〕他说t “你们知道吗？当你们是愚昧的时候，你 

拉确已降恩给我们，谁敬畏而且坚忍，〔谁必受报酬〕，闪为安 

拉必不使行善者徙劳无酬。”〔91〕他们说：“指安拉发誓，安拉 

确已从我们当中拣选/你，从前，我们确是有罪的，〔92〕他说: 

今天对你们毫无谴责，但愿安拉饶恕你们。他是最慈爱的 

〔93〕你们把我这件衬衣带回去，把它蒙在我父亲的脸上，他就 

会恢复视力。然后，你们把自己的眷厲全部带到我这里来吧 

〔94〕当队商出发的时候，他们的父亲说/我确已闻到优素福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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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三 优素福章 

〔96〕当报喜者來到后，他就把那件衬衣蒙在他的脸上,他的眼 

睛立即恢复了视力6他说，难道我没存对你们说过吗？我的确 

从安拉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。”〔97〕他们说：“我们的父亲啊 

请你为我们求饶，我们确是有罪的，〔98〕他说：“我将要为你 

去见优素福的时候，他拥抱他的双亲，他说，你们平安地进埃 

及吧！如果安抟意欲，〔100〕他请他的双亲坐在高座上，他们为 

他而俯伏叩头。他说：“我的父亲啊！这就是我以前的梦兆的 

因为他把我从监狱里释放出来，他在恶魔离间我和我哥钎们 

之后，把你们从沙漠里带到这里来，我的主，对他所意欲若 

确是慈爱的a他确是全知的，确是至睿的J〔101〕我的主啊! 

的创造者嗍！在今世和后世，你都是我的主宰。求你使我作 

为顺从者而死去，求你使我入于善人之列，〔102〕那是一部 

分幽玄的消息，我把它启示你。当他们用计谋决策的时候，你 

不在他们面前，〔103〕你虽然切望世人信道，但他们大半是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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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素福章 

〔104〕你不为传授《古兰经》而向他们要求任何报酬。《古兰经》 

只是对世人的教诲。〔105〕天地间有许多迹象，他们从旁边走 

过，而不注意。〔106〕他们虽然大半信仰安拉，但他们都是以 

物配主的。〔107〕难道他们不怕安拉惩罚中的大灾降临他们, 

依据明证的。C我证〕安拉，超绝万物！我不是以物配主的e 

〔109〕在你之前，我只派遣了城市居民中的若干男子，我启示 

他们^难道他们没有在大地上旅行，因而观察前人的结局是 

理解吗？ C110〕直到众使者绝望，而且猜想自己被欺骗的时候 

我的援助才来临他们，而我拯救了我所意欲的人。我所加于 

犯罪的人们的惩罚是不可抗拒的。〔111〕在他们的故事里，对 

于有理智的人们，确有一种教训。这不是伪造的训辞，却是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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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三 雷霆章 

(赖尔得) 

〔1〕艾列弗，俩目f米目，拉仪。这些是天经的节文。从 

你的主降示于你的经典，确是真实的，但众人大半不信。〔2〕 

安拉建立诸天，而不用你们所能看见的支柱^随后他升上/ 

解释迹象，以便你们确信将与你们的主相会D〔3〕他展开大 

地，并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岳和河流，他把每种果实造成两性 

迹象。〔4〕大地上有许多邻近的区域，有葡萄冈，有注稼，有 

椰枣树，其中有二株同根生的，二株异根生的，〔这些都是〕用同 

那末，他们的这句话才是奇怪的:“当我们变成为尘土的时候， 

我们必定要重新受造吗?”这等人是不信他们的主的i这等人 

是耍带枷锁的;这等人是居住火狱的，他们将永居其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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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霆章 

C6〕在恩惠降临之前，他们要求你早日昭示惩罚。许多惩戒处 

确是饶恕的D你的主的惩罚确是严厉的。〔 7〕不信道者说:“为 

每个民族都有一个引导者。〔8〕安拉知道每个女性的怀孕，和 

子宫的收缩和膨胀。在主那里，万物是各有定量的。C 9〕他是 

全知幽明的，是伟大的，是崇高的。〔10〕你们中窃窃私语的 

高谈阔论的，隐藏在黑夜的，出现在白昼的，C在他〕看来都是 

神，他们奉安拉的命令来监护他。安拉必定不变更任何民众 

民众的时候，那灾害是不可抗拒的&除安拉外，他们绝无保佑 

兴起密云^ U3〕雷霆在赞颂安拉超绝万物，众天神因为畏惧 

他而赞颂他，他发出霹雳以击杀他所意欲者。他们就安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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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靈章 

不能答应他们的祈求。佴他们好象一个人,把两只手掌伸向水 

者的祈祷，只在迷误中。〔15〕凡在天地间的万物，都顺服地或 

你说:“谁是天地的主？”你说:“安拉/你说:“难道你们食安拉而 

多伙伴，难道那些伙伴能象安拉那样创造万物，以致他们分 

的，确是万能的，〔17〕安拉从天h降下_水， 

他们为制造首饰和器皿而熔化的 

金厲，也有同样的浮渣。安拉如此阐明真伪一至于渣滓则被 

许多比喻^ a8〕已经答应安拉的人，将受极美的报酬；没有答 

们必定都用来做赎金。这等人将受严厉的淸算，他们的归宿 

是火狱，那床铺真糟糕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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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霆章 

〔19〕从你的主降示你的，正是真理，难道认识这个道理者跟盲 

人是一样的吗？唯有理智者才能记住&〔20〕他们是实践安拕 

是敬畏他们的主，毘惧严厉的清算的。〔22〕他们是为求得 

主的喜悦而坚忍的，是谨守拜功的，是秘密地和公开地分舍我 

所赐给他们的财物的，是以德报怨的。这等人得吃后世的善 

和后裔中的善良者，都将进入乐园。众天神从每道门进去见他 

们“24K说〕，祝你们乎安！这是你们因坚忍而得的报酬，后 

世的善果真优美，〔25〕与安拉缔约，然后加以破坏的，断绝安 

吃后世的恶果。〔^〕安拉使他所意欲者享受宽裕的给养或窘 

:迫的给养。他们因今世的生活而欢喜，然而今世的生活比起 

后世的生活来,只是一种〔暂时〕的享受。〔27〕不信道的人们说: 

怎么没有一种迹象从他的主降临他呢？”你说:“安拉必定使 

他所意欲者误入迷途，必定使归依他的人走hi£路，〔28〕他 

们信道，他们的心境因记忆安拉而安静，真的，一切心境因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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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霆章 

〔29〕信道而且行善者，得享幸福和优美的归宿。〔30〕我这样 

派遣你去教化一个民族，在此民族之前有许多民族确Q逝去了 

以便你对他们宣读我所启示你的经典，他们是不信至仁主的。 

事情只归安拉，难道信道的人们不知道吗？假若安拉意欲，他 

必引导全人类。不信道的人们还要因自己的行为而遭受灾殃 

我对不信道者缓刑。随后，我惩治他们^我的惩罚是怎样的呢 

〔33]监视每个灵魂的谋求者，难道象那不能监视的吗？他们为 

你们把真主在大地上所不知道的告诉他吗？不然，你们据浮 

辞而称他们为安拉的伙伴，不然，不信道希，已为tJ己的计 

谋所迷惑了。他们被阻挠而不能入企道。安拉使谁迷误，谁 

就没有向导。〔34〕他们在今世将受惩罚，后世的惩罚确是更 

严厉的。他们绝无任何保卫者以抗拒安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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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霆章 

S〔35〕已应许敬畏者的乐园，其情状是这样的：那乐园下临诸 

者的果报;不信道者的果报是火狱。〔36〕蒙我赏赐经典的人喜 

欢降示给你的经典，同盟者当中，有人否认这经典的一部分。 

你说，我只奉命崇好安拉，而不以物配他，我只号召人崇拜 

他，我只归依他D”〔37〕我这样把它降示为阿拉伯文的智恝&在 

知识降临你之后，如果你顺从他们的欲軋那末，你对安拉的 

C惩罚〕绝无任何保护者，也绝无任何保卫#。〔38〕在你之前 

〔39] 

安拉任意勾销和确定〔经典的明文〕，在他那里有天經的原本 

U0〕如果我把我用来恫吓他们的刑罚昭示你一点儿，〔那会使 

是清算神速的^〔42〕在他们之前的人，确已使用计谋;但一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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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卜拉欣章 

〔43〕不信教的人们说:M你不是使者，你说：“安拉足以成为 

我和你们之间的见证者，认识天经的人也足以成为我和你们之间 

的见证者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拧之名 

C 1〕艾列弗，俩目，拉仪。〔这〕一邰经，我把它降示给你 

以便你奉主的命令而把众人从重重黑暗中引入光明，引入强 

大的、可颂的主的大道。〔2〕安拉是存天地万物的。哀哉不 

后世，并阻碍安拉的大道，而且想在其中寻求偏邪道，这等人 

是在深深的迷误之中的。C 4〕我不派遣一个使ff则已，但派遣 

的时候，总是以他的宗族的语言C降示经典〕，以便他为他们 

阐明正道。而安拉使他所意欲者误入迷途，使他所总欲荞遵 

循正路^他确是强大的，确是至睿的。〔5〕我确巳派逍穆萨带 

着我的许多迹象去，C我说〕；“你把你的宗族从重重黑暗中引 

个坚忍者和感恩者，此屮确有许多迹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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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卜拉欣章 

〔 6〕当时，穆萨曾对他的宗族说：“你们应当铭记安拉赐给 

你们的恩典，他曾使你们脱离法老的臣民。他们使你们遭受酷 

的大难，(: 7〕当时，你们的主曾宣布说:“如果你们感谢，我晳 

厉的，〔 8〕穆萨说:“如果你们和大地t的人统统都忘恩负义 

们以前的民族——努哈的宗族、阿德人，赛莫德人和他们以后 

的人，只冇安拉能知道他们——难道这等人的消息没有来临 

的手指插入口内，说s “我们必定不信你们所奉的使命，我们对 

有怀疑吗？他号召你们行善，以便他饶恕你们的罪过，并对你 

们缓刑到一个定期。”他们说：“你们只是象我们一样的凡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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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三 易卜拉欣章 

凡人，但安拉施恩于他所意欲的仆人。我们不该昭示你们任何 

明证，除非奉安拉的命令，信道者只信托安拉。〔12〕我们怎能 

不信托安拉呢?他确已引导我们走上正道^我们誓必忍受你 

们的折磨，让信托者只信托安拉”〔13〕不信道荞对他们族屮 

我曹必使你们在他们毁灭之后拔住他们的地方^这是畏惧站 

灰，在暴风之日，被狂风吹散，他们对于U己所谋求的,不能获 

得一点报酬。这确是深深的迷误&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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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三 易卜拉欣章 

C19〕难道你没有看见安拉已本真理而创造天地吗？如果他意 

欲，他就消灭你们，而创造新人。〔20〕这在安拉绝不是困难的 

〔21〕他们将要一同出来见安拉，而懦弱者将对自大的人们说: 

我们原来是你们的部下，你们能替我们抵抗安拉的一点儿刑 

罚吗?”他们将说：“假若安拉引导我们•我们也必然引导你们。 

你们，我也曾应许你们d旦我对你们爽约了。我对你们本来没 

不能援救我。我不承认以前你们曾把我配主，不义者必受痛苦 

诸河的乐园，并永居其中，他们在乐园里的祝辞是“平安”。〔24〕 

难道你不知道安拉有过这样一个比喻吒？ 一句良言，好比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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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三 易卜拉欣章 

〔25〕凭主的许可，按时结果。安拉为众人打了许多比方，以便 

他们记取教诲a〔26〕一句恶言，恰似一棵恶劣的树，从大地上 

固的言辞使信道者坚信，安拉使不义者误入迷途，安拉是为所 

欲为的J〔28〕难道你没有看见那等人吗？他们对安拉忘恩负 

将进入火狱，那归宿真糟糕，〔30〕他们为安拉树立许多匹敌， 

必归于火狱! "〔31〕你要对我的那些佶道的仆人说；让他们 

为你们制服船舶，以便它们奉他的命令而航行海中；他为你 

你们制服昼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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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三 易卜拉欣章 

〔34〕你们对主的要求，他对你们都有所赏赐^如果你们i〖算 

安拉的恩惠，你们不能加以统计。人确是很不义的，确是忘恩 

负义的&〔35〕当时易卜拉欣说：“我的主啊！求你使这个地方 

主啊！偶像们确已使许多人迷误，谁顺从我，他确是我的同 

道;谁违抗我，那末，你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，〔37〕我们的主啊! 

以便他们谨守拜功，求你使 

部分人的心依恋他们，求你以一部分果实供给他们，以便他 

们感谢。〔38〕我们的主啊！你必定知道我们所隐讳的和我们 

全归安拉！他在我老迈的时候f赏赐我易司马仪和易司哈格 

我的主确是听取祈祷的&〔40〕我的主啊！求你使我和一部分 

们的主啊!求你在清算实现之日饶恕我和我的双亲和信士们/ 

〔42〕你绝不要以为安拉忽视不义者的行为，他只对他们缓刑 

到瞪眼的日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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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三 易卜拉欣章 

U3〕〔在那M〕，他们将抬着头往前奔走，他们的眼睛不敢看G 

样的一日，刑罚将来临他们，而不义者将说：“我们的主啊！求 

〔45〕你们曾居住在ti亏者所住的地方，而且明白我是怎样处 

治他们的。我也为你们打了许多比方。〔46〕他们确已用计谋, 

在安拉那里，有他们的计谋〔的果报〕。他们的计谋，不足以 

移动群山。〔“〕你绝不要以为安拉对他的使者爽约。安拉确 

诸天也要变成为別的诸天，他们要出来见独一的、全能的安 

拉。〔49〕在那日，你将看见罪人们带着桎梏，成双成对地被捆 

绑起来；〔50〕他们的衬衣是用沥青做的，火将笼罩他们的脸。 

〔51〕以便安拉依据各人所行的善恶而加以报酬，安拉确是清 

受警告，以便他们知道他只是独一的被崇拜者，以便有理智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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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四 石谷章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九九节，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艾列弗^俩0,拉仪。这些是天经——明白的《古兰 

经》的节文。〔2〕不倍道者或许要希望他们原是归顺的。〔3〕 

你听任他们吃喝玩乐吧!你听任他们受希望的诱惑吧I因为他 

就有一个可知的定期a〔5〕任何民族都不能先其定期而灭亡 

也不能后其定期而沦丧。〔6〕他们说:“受降示教诲的人啊!你 

确是一个疯子。〔7〕你怎不昭示我们一些天神呢？如果你是 

刑的&〔9〕我确巳降示教i每，我确是教悔的保护者。〔10〕在 

没有一个使者来临他们则已，但冇使者来临，他们都加以嘲笑。 

〔12〕我这样使爱好嘲笑深入罪人们的心。〔13〕他们不信我的 

教诲,其实，占人的常道已逝去了/14〕假若我为他们开辟一道 

天门，而他们从那道天门继续登天，〔15〕他们必定说，我们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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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四 石谷章 

〔16〕我确已在天i：_创造了许多宫，我为观察柝而修饰天空3 

〔17〕我保护卷天，不许仟何受iM咒的恶魔得以侵入，〔18〕但 

窃听的恶魔则冇明显的流星赶上它。〔19〕我展开了大地，并把 

我在X地上为你们和你们所不能供##而创造了许多生活 

们饮料，你们绝不是雨水的萏藏者。〔23〕我确是能使万物生 

能使万物死的；我确是万物的继承者。〔24〕我确已知道你们 

中先进的，我确已知道你们中后进的D〔25〕你的主必定要集合 

他们。他确是至睿的，确是全知的。〔26〕我确已用黑色的成 

当时，你的主曾对天神们说：“我必定要用黑色的粘上塑造人 

像而创造人B〔29〕与我把它塑成，ifU且把我的精神吹入他的塑 

头，〔31〕唯独易卜劣廝不肯叩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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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四 石谷章 

〔32〕主说:“易卜劣厮啊！你怎么不叩头呢?”〔33〕他说;“你用 

黑色粘土塑成人像而创造的人，我不该向他叩头，〔34〕主 

说;“你从谊里出去吧。因为你确是被放逐的。〔35〕你必遭诅 

直到报应日。”〔36〕他说;“我的主啊！求你对我缓刑，直到人类 

复活之日，〔37〕主说;"你确是被缓刑〔38〕到可知的H期。 

〔39〕他说:“我的主啊！你已判定我是迷误的，所以我皙必在大 

地上以罪恶诱惑他们，我必定要使他们一问迷误D UG〕除非他 

们屮你所选拔的仆人Dn U1〕主说E “这是我应当维持的正路。 

U2〕我的仆人，你对他们绝无权力，除非那些顺从你的迷误 

者。〔43〕火狱必定是他们全体的约定的地方。〔44〕火狱有七 

必定在一些乐园和源泉之间，〔扣〕你们平平安安地进入乐园 

上相对而坐a〔48〕他们在那里不感觉疲乏，他们绝不被逐出 

〔49〕你告我的仆人们，我确是至赦的，至慈的；〔50〕我的刑 

罚确是痛苦的^〔51〕你应当对他们叙述易卜拉欣的客人们的 

故事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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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四 石谷章 

惧你们的，〔53〕他们说s “你不要畏惧，我们的确以一个聪明 

的男孩向你报喜，〔54〕他说:“我已老迈，你们还向我报喜吗? 

你们以什么向我报喜呢?”〔55〕他们说:“我们凭真理而向你报 

喜，所以你不要绝望。”〔56〕他说:“除迷误者外，谁会绝望于安 

拉的恩惠呢?”〔57〕他说：“使者们啊！你们有什么差事呢?” 

〔58〕他们说：“我们奉派去惩治一群犯罪的民众。〔59〕鲁特的 

家族除外r我们确要把他们全都救出来；〔60〕但他的妻子除外 

我们已预定她和其余的人同受刑罚〔61〕当使者们来到魯 

特的家里的时候，〔62〕他说：“你们确是一些陌生的人。M〔63〕 

他们说5 “不然；我们把他们一向争论的〔刑罚〕带来给你了 

〔64〕我们把真理带来给你了，我们确是诚实的„〔65]你应当 

任何人也不耍回头看。你们应当往前走，一直走到你们奉命到 

达的地方，〔66〕我启示他这个判决:就足这等人，在早晨将被 

根除，〔67〕城里的居民欣然而来，〔68〕他说：“这些是我的客 

人，你们不要凌辱我*〔69〕你们应当敬毘安拉，你们不要羞辱 

我，〔70〕他们说:“难道我们没有禁止你与世人往来吗?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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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谷章 

〔71〕他说：“这些是我的女儿，如果你们要干什么□”〔72〕指 

你的寿命发誓，他们必将彷徨于自己的癫狂之中。〔73〕吶喊声 

在日出时袭击了他们。[74]我使那个市镇夭翻地覆，并使陶石 

象雨点般降落在他们身上。〔75]对于能考查者，此中确有许多 

迹象。〔76〕那个市镇确是在一条仍然存在的道路上的。[77] 

[80]石谷的居民确已否认使者们。〔81〕我确己把我的许多迹 

象昭示他们，但他们背离广钇。〔82〕他们安全地凿山为屋，〔83〕 

确是全知的。〔87〕我确已赏賜你常常反复诵读的七节经文和伟 

大的《古兰经》。〔88〕你不要觊覦我所使他们中各等人所享受 

你说：“我确是率的管告者/〔90〕那正如我所降示分配者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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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相 蜜蜂章 

〔91〕他们把《古兰经》分割成若干肢体八92〕指你的主发誓，我 

他们的_言而烦闷，〔98〕你应当赞颂你的主超绝万物，你应当 

与众人一起叩头，〔99〕你应当崇拜你的主，直到那无疑的消 

息来临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安拉的命令必定来临，所以你们不必要求其早日实现，赞 

颂安拉超绝万物，他超乎他们所用以配他的^〔 2〕他使天神们 

奉他的命令，偕同精神，降临他所意欲的仆人，说:“你们应当 

瞥告世人说：除我之外，绝无应受崇拜的，所以你们应当敬畏 

我〔3〕他凭真理创造了天地，他超乎他们所用以配他的D 

〔4〕他用精液创造了人，而人却突然变成了〔他的〕明显的对 

手0〔 5〕他创造了牲畜，你们可以其毛和皮御寒，可以其乳和 

肉充饥，还有许多益处。〔6〕你们把牲畜赶回家或放出去吃草 

的时候，牲畜对于你们都有光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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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蜜蜂章 

〔 7〕牲畜把你们的货物驮运到你们须经困难才能到达的地方 

去。你们的主确是至仁的，确是至慈的。〔8〕他创造马、骡、 

的东西^〔9〕安拉负责指示l£道的责任。有些道路是偏邪的 

假若他意欲，他必将你们全体引入正道。〔10〕他从天上降下雨 

思维的民众，此中确有一种迹象。〔12〕他为你们而制服了昼夜 

众，此中确有许多迹象。〔13〕C他乂为你们而制服〕他所为你们 

种迹象。〔14〕他制服海洋，以便你们渔取其中的鲜肉，做你们 

的食品t或采取其中的珠宝，做你们的装饰d你看船舶在其屮 

破浪而行，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，以便你们感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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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蜜蜂章 

as〕他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岳，以免大地动荡，而你们不得安 

居。他开辟许多河流和道路，以便你们遵循正路^〔16〕他设立 

许多标志，他们借肋那些标志和星宿而遵循正路，a?〕难道造 

物主同不能创造的〔偶像〕是一样的吗？你们怎么不记取教诲 

呢？as〕如果你们要计算安拉的恩惠，你们是无法统计的，安 

拉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3〔19〕安拉知道你们所隐讳的，和 

你们所表白的〔20〕他们舍安拉而祈祷的不能创造任何物，而 

他们是被创造的。〔21〕他们是死的，不是活的，他们不知道自 

己将在何时被复活。 〔22〕你们所应当崇拜的是唯一的受崇 

无疑的，安拉知道他们所隐讳的，和他们所表白的，他确是不 

喜爱自大者的。〔24〕有人问他们，你们的主曾降示什么?”他 

们说：古人的神话a〔253以便他们在复活日承担自己的全部责 

任，以及被他们无知地加以误导者的一部分责任。真的，他 

们所承担的真恶劣！〔26〕前人确已用计谋，但安拉把他们的 

建筑物彻底加以摧毁，而他们的屋顶落在他们的身上。刑罚 

从他们料想不到的地方来临他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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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怕 蜜蜂章 

〔27〕然后在复活日他要凌辱他们，并审问他们说s “我那些伙 

伴——你们为了他们而与信士们相争论的——如今在哪里呢?” 

冇学识者将要说;“凌辱和刑罚今日必归于不信道者，〔28〕他 

们没有犯过什么罪恶/不然!安拉确是全知你们的行为的。 

〔29〕他们被押进火狱而永居其中。自大者的住处真恶劣! 2 

〔30〕有人问敬畏者说，你们的主曾降示什么?”他们说:“他降 

示善言行善者在今世将享受美满的生活，而后世的住宅确是 

更好的。敬畏者的住宅真优芙。〔31〕常住的乐园将任随他们进 

去，那些乐园下临诸河，其中有他们所意欲的。安拉这样报 

酬敬畏者。〔32〕他们在良好的情况下，天神们使他们死亡。天 

乐园。”〔33〕〔不信道者〕只能等待天神们来临他们，或等待你 

的主的命令降临。在他们之前的人就是这样做的。安拉没有 

亏枉他们，但他们却亏枉了自己^〔34〕所以他们必遭受他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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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■Hs 蜜蜂章 

〔35〕以物配主者说：“假若安拉意欲，则我们和我们的祖先不 

任。〔36〕我在每个民族中，确已派遣一个使者，说；“你们当 

的结局是怎样的& 〔37〕如果你热望他们获得引导，那末 

不知道^ 〔39〕〔他将使他们复活h以便他为他们阐明他们所 

争论的是非，并且让不信道者知道自己质是说谎的。〔扣〕当 

我要创造一件事物的时候，我只对它说声“有”，它就有了。 

〔41〕在被迫之后，为安拉而迁居#,我在今世誓必使他们获 

得一个优美的住处，后世的报酬是更大的，假若他们知道。〔42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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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作 蜜蜂章 

请教深明教诲者，如果你们不知道。〔44〕C我曾派遣他们〕带 

众人阐明他们所受的启示，以便他们思维。〔45〕使用诡计以作 

恶者，难道不怕安拉使他们随地面而陷落，或刑罚从他们料 

物吗？各物的阴影，偏向左边和右边，为安拉而叩头，同时 

们遵行自己所奉的命令，t〔5]〕安拉说：“你们不要崇拜两个 

我，〔52〕天地万物只是他的，止教始终只归于他。难道你们舍 

安拉而敬畏他物吗？〔53〕凡你们所享受的恩惠都是从安拉降 

下的。然后，当你们遭难的时候，你们只向他祈祷$〔54〕然后 

当他解除你们的患难的时候，你们中有一部分人，立刻以物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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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作 蜜蜂章 

〔55〕以致辜负他所赏赐他们的恩惠，你们享受吧，不久你们就 

要知道了，〔56〕我所供给他们的财产t他们以其中的一部分 

去供奉那些无知的C偶像夂指安拉发誓，关于你们所捏造的 

超绝万物——而以他们所愿望的归自己。C58〕当他们中 

的一个人听说自己的妻子生女儿的时候，他的脸黯然失色，而 

虑:究竟是忍辱保留她呢？还是把她活埋在土里呢？真的，他 

们的判断真恶劣。〔60〕不信后世者，有恶例；安拉有典型a他 

确是全能的，确是至睿的。〔6i〕如果安拉为世人的不义而惩 

治他们，那末,他不留一个人在大地t，但他让他们延迟到一个 

定期，当他们的定期来临的时候，他们不得延迟一霎时，〔当其 

未来临的时候〕，他们不能提前一霎时。〔62〕他们以自己所厌 

恶的归安拉，他们妄言自己将受最佳的报酬。无疑的，他们将 

受火狱的报酬。他们是被遗弃的。〔63〕指安拉发誓，在你之前 

我确已派遣许多使者去教化各民族；但恶魔以他们的行为迷 

惑他们，所以今天他是他们的保护者，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。 

〔64〕我降示这部经典，只为使你对他们阐明他们所争论的〔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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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+C3 蜜蜂章 

〔65〕安拉从天上降K兩水，并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S活;对善 

于听话的民众，此中确有一种迹象^ C66〕在牲畜中，对于你们 

确有一种教训6我使你们得饮那从牲畜腹内的粪和血之间提 

和佳美的给养，对于能理解的民众，此中确有一种迹象。C68D 

建造的蜂房里^〔69〕然后，你从每种果实上吃一点*并驯服地 

拉确是全知的，确是全能的D 〔71〕在给养上，安拉使你们屮一 

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，给养优厚若绝不愿把自己的给养让给 

自己的奴仆，从而他们在给养上与自己平等。难道他们否认 

安拉的恩惠吗？ 〔72〕安拉以你们的同类做你们的妻子，并为 

你们从妻了-创造儿孙。安拉还以佳31的食物供给你们。难道 

他们信仰虚妄，而辜负主恩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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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蜜蜂章 

〔73〕他们舍安拉而崇拜〔偶像〕，那是不能为他们主持从天上 

降下的和从地上生出的一点给养，而且毫无能力的。〔74〕你 

能做，却是他主人的累赘，无论主人打发他到那里去，都不能 

来，只在转瞬间，或更为迅速。安拉对于万事，确是全能的。 

〔78〕安拉使你们从母腹出生，你们什么也不知道，他为你们 

创造耳目和心灵，以便你们感谢。〔79〕难道他们没有看见在 

空中被制服的群鸟玛？只有安拉维持他们；对于信道的民众 

此中确有许多迹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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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作 蜜蜂章 

们的房屋，你们在起程之日和住定之日，都感觉其轻便。他以 

如此完成他对你们的恩惠，以便你们顺服。〔82〕如果他们违 

恩惠，但加以否认，他们大半是忘恩负义的。〔84〕在那日，我 

时候，他们将要说：“我们的主啊！这些是我们的配主，我们 

谎的。”〔87〕在那日，他们将向安拉表示屈服，而他们所捏造 

者将冋避他们^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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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四 蜜蜂章 

〔88〕不佶道而且阻碍主道者，我将因他们的破坏而增加他们 

所受的刑罚。〔89〕我要在每个民族中，推举他们族中的一个 

见证，來反证他们，在那日，我要推举你来反证这等人^我曾 

降示这部经典，阐明万事，并作归顺者的向导、恩惠和喜讯d 

〔90〕安拉的确命人公平、行善v施济亲戚，并禁人淫乱、作恶 

事、霸道；他功戒你们，以便你们记取教诲。〔91〕当你们缔结 

盟约的时候，你们应当履行.你们既以安拉为你们的保证者 

则缔结盟约之后就不要违背踅言。安拉的确知道你们的行为。 

成若干缕r你们以盟誓为互相欺诈的手段，W为这一族比那 

们阐明你们所争沦的是非&〔93〕假若安拉意欲，他必使你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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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四 蜜蜂章 

〔94〕你们不要以盟誓为互相欺诈的手段；以免站稳之后再失 

大的刑罚。〔95〕你们不要以廉价出卖安拉的盟约;在安拉那里 

的，对于你们是更好的，如果你们知道。〔96〕你们所有的是要 

大善功报酬他们。〔97〕凡行善的男女信上，我誓必耍使他们 

过一种美满的生活，我誓必要以他们所行的最大善功报酬他 

们。〔98〕当你要诵读《古兰经》的时候，你应当求安拉保护，以 

防受诅咒的恶魔的干扰。〔99〕对信道rft]且信赖安拉#，他毫 

无权力a 〔100〕他的权力只限F和他交朋友，而且以他配主 

者。〔101〕当我以一节经文掉换另一许经文的时候^安拉 

知道自己所降示的——他们说：“你只是一个捏造者，不然 

他们大半是不知道的，〔102〕你说:“圣灵从你的主那里降示这 

和與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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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蜜蜂章 

〔103〕我的确知道，他们说过:“这只是一个凡人所传授的D”他 

们所倾向的那个人的语言是化外人〔的语言〕，而这〔部经典 

定不引导他们，而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3〔105〕不信安拉的迹 

象者，才是捏造了谎言的，这等人确是说i荒的。aos〕既信真 

主之后，又表示不信荞——除非被迫宣称不佶、内心却为信 

仰而坚定者——为不信而心情舒畅#将遭天谴，并受里大的刑 

拉不引导不信道的民众。〔]08〕他们是安拧将封闭其心灵和 

视听的人，这等人正是昏愦的D〔109〕无疑的，他们在后世 

正是亏折者。〔110〕然后，你的主对于被迫害之后迁居，然后奋 

斗，而且坚忍者，你的主在那之后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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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四 蜜蜂章 

得享受自己行为的全部报酬t他们不受亏枉^〔]12〕安 

从各方运来，但镇上的居民奉负安拉的恩惠，所以安拉因他们 

的行为而使他们尝试极度的饥荒和恐怖。〔113〕他们族中的 

况下，刑罚袭击了他们。〔114〕你们可以吃安拉赏赐你们的合 

法而佳美的食物，你们应当感谢安拉的恩惠,如果你们只崇拜 

之名而屠宰者d何为势所迫，非出自愿，a不过分者，那末 

安拉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。〔116〕你们对于自己所叙述的 

事，不要妄言:“这是合法的，那是违法的以致你们假借安拉 

〔他们只得〕到一点享受，而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。〔1〗8〕对犹 

太教徒，我曾禁戒我从前所告诉过你的那些食物，我没有亏 

枉他们，但他们亏枉了自己。 

280 



oi0X-5^Jy^^ ajc Se 萄5 0设^^ 聲 

〆 〆 〆 

冬边邰與跑❹ 

b^=Zr^^<^t 

q fl-^4 ^oO^U 
娜齡y&^^ 

參4 

rAS 



卷十四 蜜蜂章 

〔119〕然后 

是至赦的^确是至慈的。〔120〕易卜拉欣原来是一个表率，他 

服从安拉，信奉1卜:教，而且不是以物配主的。〔121〕他原是感 

曾以幸福赏赐他；在后世，他必定居于善人之列^〔123〕然后 

我启示你说：“你应当遵守信奉正教的易卜拉欣的宗教，他不 

是以物配主的，〔124〕安息日是那些为之而争论的人所应当 

遵守的定制D复活日，你的主必判决他们所争论的是非^ C125D 

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功人遵循主道，你应当以最优美的态度 

与人辩论，你的主的确知道贿是背离他的正道的,他的确知 

道谁是遵循他的正道的。〔126〕如果你们要报复，就应当依照 

你们所受的伤害而拫复。如果你们容忍，那对于容忍者是更 

〔128〕安拉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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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五 夜行章 

〔1〕赞美安拉，超绝万物，他在一夜之间，使他的仆人，从 

禁寺行到远寺，我在远寺的四周降福，以便我昭示他我的一部 

穆萨，并用作以色列的+孙的向导4我说：“你们不要舍我吋 

采取任何监护费! ”〔 3〕我曾使其与努哈冋舟共济者的子孙啊 

后裔判决说：“你们必定耍在大地上两次作乱，你们必定很傲 

〔6〕然后，我为你们恢复了对他们的优势，我以财富和了- 

孙资助你们，我使你们更加富庶D 〔 7〕我说：“如果你们行善 

那末，你们是为自己而行如果你们作恶，那末，你们是为自 

己而作恶。” 5第二次作乱的约期来临的时候，〔我又派逍他 

们〕，以便他们使你们变成为愁眉苦脸的，以便他们象头一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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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五 夜行章 

〔8〕〔如果你们悔改〕，你们的主或许会怜悯你们。如果你们 

m新违抗我，我将重新惩治你们，我以火狱为不信道者的监 

狱&〔9〕这部《古兰经》必引导人于至正之道，并预告行善的 

信士，他们将要享受最大的报酬。〔10〕〔还预告〕不信后世奔， 

我已为他们预备了痛苦的刑罚。ai〕人祈祷祸患，象祈祷幸福 

迹象，井以白昼为明亮的，以便你们寻求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恩 

惠，以便你们知道历法和算术。我明ft地解释一切事物。〔13〕 

我使每个人的行为附着在他的脖子在复活日*我耍为每 

你已足为自己的清笕人，as〕谁遵循正道T谁自受其益；谁 

之前，我不惩罚〔仟何人h〔16〕当我要毁灭一个市镇的时候 

刑罚的判决于是我毁灭他们。〔17)在努哈之后，我毁灭了 

若干世代。你的主对于其仆人的罪行，足为彻知者和明察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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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五 夜行章 

〔18〕凡欲获得现世生活者，我将在现世以我所M欲的报荇他 

们中我所总欲者。然后，我将以火狱惩治他们，他们将受责 

备，遭弃绝地进入火狱Q〔]9〕凡欲获得后世，并为此而尽了努 

力的信道者，这等人的努力是有报酬的D〔20〕这等人和那等 

阻碍的。〔21〕你看我怎样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 

安拉同受祟拜，以免你变成受责备、遭遗弃的J〔23〕你的主 

呸! ”不要喝斥他俩，你应3对他俩说有礼貌的话B 〔24〕你 

应当必恭必敬地服侍他俩，你应当说，我的主啊！求你怜悯 

〔25〕你们的主是最知 

者确是至赦的^〔洲〕你应当把亲戚、贫民、旅客所应得的周 

济分给他们，你不要挥霍；〔27〕挥霍者确是恶魔的朋友，恶魔 

原是辜负主恩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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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五 夜行章 

手束在脖子上，也不要把手完全伸开，以免你变成悔恨的受责 

备者。〔30〕你的主必为他所意欲者而使给养富裕，必为他所 

是明察的 

供给他们和你们^杀害他们确是大罪，〔32〕你们不要接近私 

通，因为私通确是下流的事，这行径真恶劣！〔33〕你们不要违 

背安拉的禁令而杀人，除非因为正义。无辜而被杀者,我已把 

〔34〕你们不要接近孤儿的财产，除非依照最优良的方式，直到 

言行，耳目和心灵都是要被审问的。〔37〕你不要骄傲自满地 

C38〕 

这些事，其恶劣是你的主所厌恶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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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五 夜行章 

〔39〕这是你的主所启示你的智it，你不要使任何神明与安拉同 

受崇拜，否则，你将在受责备和遭弃绝的情况下被投入火狱。 

〔40〕难道你们的主把男儿赏赐你们，而以众天神为自己的女儿 

吗？你们的确说出荒谬的话在这部《古兰经》里，我确巳 

反复申述这个宗旨，以便他们铭这种申述只会使他更加 

憎恶。〔42〕你说：“假若有许多神明和他在一起，犹如他们所说 

的那样，那末，那些神灵必定想方设法与宝座的主争衡。”〔43〕 

赞颂安拉，超绝万物，他绝然超乎他们所说的！〔以〕七层天和 

大地，以及万有，都赞颂他超绝万物，无一物不赞颂他超绝万 

〔45〕当你诵读《古兰经》的时候，我在你和不信后狀者之间 

免他们广解《古兰经》;又在他们的耳里造重耳，当你在《古兰 

经》甲_只提到你的主的时候,他们憎恶地离去。〔47〕我最知道 

话。3时不义者们说："你们只是顺从-个中了魔术的人，〔48〕 

条出路。〔49〕他们说：“我们变成枯骨和尘土后，难道我们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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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五 夜行章 

S [50]你说：“尽管你们变成石头，或铁块，[51〕或你们认为 

更难f接受生命的什么东西，他们将说：“谁使我们复活呢? 

你说：“初次创造你们的主他们将对你摇头说:“这件事将在 

何时发出呢7 ” 你说：“这件事或许是临近的。” C52]在那日 

他将召唤你们，而你们将以颂词答应他。你们将猜想0己在坟墓 

最优美的话——恶魔必定要离间他们，恶魔确是人类的明敌 

[54〕“你们的主是最知道你们的，他要怜悯你们就怜悯你们; 

他要惩罚你们就惩罚你们，我没派遣你做他们的监护者。CSS] 

你的t是妓知道夭地万物的。我确已使一部分先知超越另一部 

分；我曾把经典《宰布尔》赏賜达五德。[56]你说：“你们舍 

安拉而称为神明者，你们祈祷他们吧f他们不能替你们消灾，也 

不能替你们嫁祸。〔57〕他们所称为神明若，自d求近主之阶。 

比他们更近子t者也求近主之阶，他们希望主的恩惠，畏惧主的 

之前，我都要加以毁灭，或加以严厉的惩罚，这是记录在天经里 

287 



feuj 0o^i 

⑤4^卿> 

U jd* t^^3' J is ❿ tl^ J S 

1^=^^ ^I^jJU_^^tg5p4 5^ ff- 3^^ 

@]3^ 

诚㈤^麟參 

TAA 



卷十五 夜行章 

〔59〕我不降示迹象*只为前人不承认它&我曾以母驼给赛奐 

德人做明证，但他们都迫害它。我降迹象只是为了恫吓。〔60〕 

兆和在C古兰经》里所诅咒的那棵树，我只以这两件事物考验 

众人，并加以恫吓，但我的恫吓只使他们更加蛮横。”〔61〕当时 

呢! 

果你宽限我到&活日，我皙必根绝他的后裔，但少数人除外D 

〔63〕安拉说:“你去吧！他们中凡顺从你的，火狱必定是他们 

和你的充分的报酬。〔64〕你可以用你的声苦去恫吓他们中你 

西——恶魔只许给他们妄想——〔65〕我的仆人，你对他们没 

冇任何权柄，你的主足为监护若。”〔66〕你们的主为你们而使 

船只在海上航行，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。他对你们确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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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五 夜行章 

候，你们背叛了主。人原是孤恩的。〔68〕难道你们不怕主使 

你们沦陷地下，或使飞沙走石的狂风扫荡你们，而你们不能为 

灼己找到仟何监护荞吗？〔69〕难道你们不怕中.使你们再i航 

为N己找到任何对主报仇者吗4〔70〕我确已优待阿丹的后 

住，〕在那口，我将召唤每个民族及其表率。以右手接受其功 

〔72〕在今 

世是盲人者，在后世仍是盲人，而fl更加迷误^〔73〕他们确已 

使你几乎违背我所启示的教训，以便你假借我的名义，而捏 

你坚定，你几乎已倾向于他们了。〔75〕如果那样，我必使你在 

生前尝试加倍的刑罚，在死后尝试加倍的刑罚，使你不能找 

到任何人帮助你来对抗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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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五 夜行章 

〔76〕他们确已使你儿乎不能安居故乡，以便把你逐出境外。如 

果那样，他们在你被逐之后，只得逗留一会儿。〔77〕这是在你 

之前我所派遣的众使者的常道，你对T我的常道不能发现任 

晨的拜功，早晨的拜功确是被参加的〆79〕在夜里的一段时间 

个值得称颂的地位t 〔80〕你说s “我的主啊[求你使我顺利而入， 

求你使我顺利而出，求你赏赐我从你那里发出的权柄，以作我 

的辅弼，〔8〗〕你说:“真理d来临了，虚妄已消火了；虚妄确是 

易灭的。” 〔82〕我降示可以为信士们治疗和给他们以恩惠的 

《占兰经》，它只会使不信道者更加亏折。〔S3〕当我施恩丁人 

的时候，他掉头不顾;当他遭遇祸患的时候，他变成绝望的。 

〔84〕你说：“各人依G己的方法而工作*你们的主最知道谁是 

更近于正道的，〔85〕他们问你精神是什么？你说：“精神是 

我誓必把我启示你的〔《古兰经》〕消灭净尽，然后，你对我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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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五 夜行章 

〔87〕但我为从你的主发出的恩惠〔才保存它:h你的主所施于 

造一部象这样的《占兰经》，那末，他们即使互相帮助，也必不 

能创造象这样的妙文〔89〕在这部《古兰经》里，我为众人确 

LL申述各种比喻，但众人大半不信，〔90〕他们说：“我们绝不 

有一座园圃，种植着椰枣和葡萄，你使河流贯穿其间；〔92〕或 

#你使天如你所说的那样，一块块地落在我们的头上；或者 

你谓安拉和众天神来作保证;〔93〕或荞你有一所黄金屋I或若 

你升上天去，我们绝不信你确已升天，直到你降示我们所能阅 

读的经典。”你说:“赞颂我的主超绝万物！我只是一个曾奉使 

命的凡人，〔94〕当正道降临众人的时候，妨碍他们信道的只 

是他们的这句话：“难道安拉派遺一个凡人来做使#吗?” 

下一个天神去他们那里做使者，〔96〕你说：“安拉足为我与 

你们之间的见证，他对于他的仆人们确是彻知的f确是明 

察的 

291 



Y气Y 



卷十五 夜行章 

〔97〕安拉引导谁，谁就是遵循正道的；安拉使谁迷误，你不能为 

谁发现安拉以外的保护者。在复日活，我将使他们又瞎又哑 

又聋地匍翎着集合起来，他们的归宿是火狱。每当火势减弱的 

时候，我增加它们的火焰D〔98〕这是他们的拫酬，因为他们不 

万物的安拉能创造象他们那样的人，并能为他们确定一个毫 

无可疑的期限，不义的人们只愿不信，〔100〕你说：“假若我的 

主的恩惠的库藏归你们管理，那末，你们必定因为怕开支而扣 

候，我确已赏赐穆萨九种明显的迹象u你问一问以色列人吧， 

法老对他说:“穆萨啊!我的确猜想你是中了魔术的人。％102〕 

老啊！我的确猜想你足要毁灭的，〔103〕他要把他们逐出境 

对以色列人说="你们居住这个地方吧！当后世的约期来临的 

时候，我要把你们杂沓地召集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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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五 夜行章 

〔105〕我只本真理而降示《古兰经》，而《古兰经》也只含真理而 

降下我只派逍你做报喜信者和替告者。〔106〕这是一部《古 

兰经》，我使它意义明白，以便你从容不迫地对众人宣读它；我 

逐渐地降示它U〔107〕你说；“你们可以信仰它，也可以不信仰 

它，在降示它之前已获得知识的人们，当听到人们诵读它的 

时候，他们俯伏叩头^〔108〕他们说:“赞颂我们的主超绝万物[ 

我们的主的诺言必定耍被M行，〔109〕他们痛哭着俯伏下去 

《古兰经》使他们更恭敬u&〔110〕C你说:〕“你们可以称他为安 

拉，也町以称他为至仁主^因为他有许多极优美的名号，你们 

无论用什么名号称呼他，〔都是很奸的〕。”你在拜中不要高声 

朗诵，也不要低声默读，你应当寻求一条适中的道路。〔111〕 

你说，一切赞颂，全归安拉！他没有收养儿女，没有同他共享m 

人，而未在其中制造仟何偏邪，〔 2〕以便他窖告世人，安拉要 

降下严厉的惩罚；并预告行善的信上们，他们得受优美的报 

酬，〔3〕而永居其中t〔4〕且窖告妄言“安拉收奍儿女”的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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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五 山洞章 

河地说这句荒谬绝伦的话。〔 6〕如果他们不信这训辞，在他们 

背离之后 

事物成为大地的装饰品，以便我考验世人，看谁的X作是最 

优芜的〔8〕我必毁灭大地上的一切事物，而使大地变为 

事业完全端正。”〔11〕我就使他们在山洞里几年不能听闻。〔12〕 

们是几个青年，他们信仰他们的主，而我给他们增加正道 

〔14〕我曾使他们的心坚忍。当时，他们站起来说，我们的主 

出不近情理的话。〔15〕我们的这些同族，舍他而崇拜别的许多神 

明，他们怎么不用一个明证来证实那些神明是应受崇拜的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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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五 山洞章 

〔16〕当你们离弃他们和他们舍安拉而崇拜的神明，可避居山 

的J〔17〕你看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从他们的山洞的右边斜射过 

去；太阳落山的时候，从他的左边斜射过去，而他们就在洞 

的空处。这是安拉的一种迹象，安拉引导谁，谁遵循正道；安 

拉使谁迷误，你绝不能为谁发现任何朋友作为引导#。〔18〕你 

他们的狗伸着两条腿卧在洞口。如果你看见他们，你必吓得转 

脸而逃，满怀恐怖&〔19〕我如此使他们觉醒，以便他们互相询 

了一天，或不到一天。”他们说：“你们的主最清楚你们逗留的 

看看谁家的食品M清洁，叫他买点食品来给你们，要叫他很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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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五 山洞章 

实的，复活的时刻是毫无可疑的&当时，他们为此事而争论 

他们说：“你们在他们的四周修一堵围墙"^他们的主是最了 

解他们的！ ”主持事务的人说f “我们必定在他们的四周建筑一 

所礼拜寺，〔22〕有人将说：“他们是三个，第四个是他们的 

你说：“我的主是最知道他们的数0的，此外，只有少数人知 

不要清教任何人，〔23〕你不要为某事而说，明天我一定做那 

件事/〔24〕除非同时说：“如果安拉意欲，你如果忘了，就应 

当i己忆起你的主，并且说：“我的主或许指示我比这更切近的 

正道/ C25D他们在山洞里逗留f三百年，〔按阴历算〕他们又 

加九年。〔26〕安拉是最知道他们逗留的时间的e唯有他知道 

天地的幽玄、他的视觉真明！他的听觉真聪！除安拉外，他们 

绝无援助#，安拉小让任何人参))他的判决。〔27〕你应3 S 

读你的主所启示你的经典，他的言辞,决不是任何人所能变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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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五 山洞章 

〔28〕在早晨和晚夕祈祷自己的主而求其好意养*你们应当耐 

心地和他们在一起，不要藐视他们，时求今世生活的浮华a我 

使某些人的心忽视我的教训，而顺从自己的欲望。他们的行 

为是过分的，这种人，你不要顺从他们。〔29〕你说：“真理是 

他不信吧。”我Li为不义的人，预备；T烈火，那烈火的烟幕将笼 

翠他们u如果他们〔为干渴而〕求救，就以一种水供他们解渴， 

〔30〕佶道而行善者，我必不使他们的善行徙劳无酬，〔31〕这等 

人得享受常住的乐闶，他们下临诸河，他们在乐园黾，覦金质 

归宿，真美好! f〔32〕你以两个人的情况为他们打一个比喻。 

两园之间的地方为耕地&〔33〕两园都出产果实，毫不欠缺，并 

在两R之问，开凿一条河。〔34〕他富有财产，故以矜夸的态 

度，对他的朋友说:“我财产比你多，人比你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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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五 山洞章 

〔35〕他Q负地走进自己的园圃，说s “我想这个园圃永不荒芜， 

〔36〕我想复活时刻不会来临&即使我被召归主，我也能发现 

比这园闹更好的归宿，〔37〕他的朋友以辩驳的态度对他说 

“你不信造物主吗？他创造你，先用泥上，继用精液，然后使 

你变成一个完整的男子，G8〕m是。安拉是我的主，我不以任 

何物配我的主。〔39〕你走进你的园圃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，这 

件事是安拉怠欲的。除安拉外，我绝无能力^如果你认为我的 

财产和后嗣都不如你，〔40〕那末，我的主或许会赏赐我比你的 

园圃更好的东西，而降鮮雳于你的园圃，以致〔它〕化为光秃秃 

的土地；〔41〕或园黾的水一E干涸，你就不能寻求。” U2〕 

他的财产，全遭毁灭。园里的葡萄架倒塌在地上，他为痛惜建 

他说："但愿我没有把任 

能Q助6 在这里，援助全归真实的安拉，他是赏罚严明 

于万事是全能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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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五 山洞章 

〔46〕财产和后嗣是今世生活的装饰；常存的善功，在你的主 

看来，是报酬更好的，是希望更大的。〔47〕在那我将使 

你将会看到罪人们畏惧其中的记;他们说：“啊呀！这个功 

他们都叩了头，但易卜劣厮除外他本是精灵，所以违背他的 

们眼见天地的创造，也没有使他们眼见其自身的创造，我没 

有把使人迷误者当做助手。〔52〕在那日，安拉将说：“你们所 

称为我的伙伴的，你们把他们召唤来吧，他们就召唤那些同 

事，但他们不答应。我将使他们同归于尽。〔53〕罪犯们将看 

见火狱，必堕其中，无处逃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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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i 山洞章 

显现于他们，或眼见刑罚来临他们。〔56〕我只派遣使者们报 

喜信传膂告，而不信道的人们却以妄言相争辩，欲借此反驳真 

他们把我的迹象和对他们的警告，当做笑柄。〔57〕有人以 

主的迹象教诲他们，但他们鄙弃它，并且忘记他们以前所犯 

的罪恶；冇谁比他们还不义呢？我确已将薄膜加在他们的心 

h,以免他们了解经义，并且在他们的耳里造宽听^如果你召 

他们于正道，那末，他们将永不遵循正道。〔58〕你的主确是 

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。假若他为他们所犯的罪恶而惩洽他们 

那末，他必为他们而促进刑罚的来临，但他们有个定期，他 

们对那个定期，绝不能获得一个避难所，〔59〕那些市镇的居 

达两海相交处，或继续旅行若干年，”〔61〕当他俩到达两海相 

交接处的时候，忘记了他俩的鱼，那M鱼便入海悠然而左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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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五 山洞章 

们确实疲倦了，〔63〕他说；“你告诉我吧，当我们到达那座磐 

石下休息的时候，〔我究竟是怎样的呢?〕我确已忘记/那尾鱼 

真是怪事! ”〔64〕他说:“这正是我们所寻求的。”他俩就依来时 

的足迹转身回去^〔65〕他俩发现我的一个仆人，我已把从我这 

里发出的恩惠赏赐他，我巳把从我这里发出的知识传授他/66〕 

穆萨对他说：“我要追随你，希望你把你所学得的正道传授我。 

底认识的事情你怎么能忍受呢? ”〔69〕穆萨说:“如果安拉意欲, 

果你追随我，那末，C遇事〕不要问我什么道理，等我自己讲给 

你听/〔71〕他俩就同行，到了乘船的吋候,他把船凿了一个洞， 

穆萨说；“你把船凿了一个洞，要想使船里的人淹死吗？你确 

你不要责备我，不要以我所大难的事责备我[”〔74〕他俩又同 

行，后釆遇见r一个儿章，他就把那个儿童杀了，穆萨说：“你 

怎么枉杀无辜的人呢？你确已做丫 一件凶恶的事了！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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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六 山洞章 

〔75〕他说3 “难道我没有对你说过吗？你不能耐心地和我 

在一起，〔76〕穆萨说此后，如果我再问你什么道理,你就可 

同行，来到了一个城市，就向城里居民求食，他们不肯款待。 

后来他俩在城里发现一堉墙快要倒塌了，他就把那堵墙修理 

好了，穆萨说:“如果你意欲，你必为这件工作而索取工钱。” 

将告诉你其中的道理。〔叩〕至于那只船，则是在海里工作的 

几个穷人的，我要使船有缺陷，是因为他们的前面有一个国王 

要强征一切船只，〔80〕至于那个儿童，则他的父母都是佶道 

要他俩的主另赏赐他俩一个更纯洁、更孝敬的儿子D〔82〕至 

是你所不能忍受的事情的道理。”〔83〕他们询问左勒盖尔奈英 

的故事，你说:我将对你们叙述有关他的 

302 



iS^c^ 
运j\^6li龙〖逾细__1^1^^ 

^j5歲窃^ 0 Sj^^> o^^J\s @lCii>4i 

叙名私巧念f)深d’4與 

以货私辨g… 
L-3 

3 W 

鳥如荀魂这-蛛W 
每與弦g'聪^#Gg1 

ol私浴迎' 
J3u尨翕岛 



卷十六 山洞章 

〔84〕我确已使他在大地上得势f我赏赐他处理万事的途径 

〔85〕他就遵循一条途径，C863直到他到达了日落之处，他觉得 

于不义者，我将惩罚他，然后他的主宰将把他召去，加以严厉 

惩处。〔88〕至于信道而且行善者，将享受最优厚的报酬，我将 

命令他做简易的事情。”〔89〕随后他又遵循一条路，〔90〕一H走 

晒的工具a〔91〕事实就象说的那样。我已彻知他拥有的一切 

〔92〕随后，他又遵循一条路，〔93〕一直到他到达了两山之间 

们说，左勒盖尔奈英啊！雅朱者和马朱者，的确在地方捣乱， 

吗?”〔95〕他说:“我的主使我能够享受的，尤为优美。你们以 

你们拿铁块来给我吧。”到了他堆满两山之间的时候，他说: 

你们拉风箱吧，到了他使铁块红如火焰的吋候，他说，你 

们拿溶铜來给我，我就把它倾注在壁垒上，〔97〕他们就不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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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六 山洞章 

〔98〕他说：“这是从我的主降下的恩惠，当我的主的应许降临 

的时候，他将使这壁垒化为乎地。我的主的应许是真实的 

〔99〕那口，我将使他们秩序紊乱。号角一晌，我就把他们完全 

〔101〕他们的眼在翳子中，不能看到我的教诲，他们不能听从 

〔102〕难道不信道者，认为可以舍我而以我的众仆为保护者吗 

我确已预备火狱为不信道者的招待所。〔103〕你说：“我告诉 

你们在行为方面最吃亏的人，好吗？〔104〕他们就是在今世生 

中的善功变为无效的，复活H我不为他们树立权衡。〔106〕他 

们的报酬是火狱，因为他们不信道，并且把我的迹象和使者当 

做笑柄。C107〕信道而且行善若，得以乐园为招待所，〔108〕并 

永居其中，不愿迁出4〔109〕你说:“假若以海水为墨汁，用来记 

载我的主的言辞，那末，海水必定用尽，而我的主的言辞尚未穷 

尽，即使我们以同量的海水补充之，C110〕你说："我只是一 

个同你们一样的凡人，我奉的启示是:你们所应当崇拜的，只 

是一个主宰，故谁希望与他的主相会，就叫谁力行善功，叫谁 

不要以任何物与他的主受同样的崇拜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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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六 麦尔彦章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C1〕卡弗，哈，雅，阿因，撒德。〔2〕这是叙述你的主对 

主说“4〕“我的主啊！我的骨骼已软弱了，我已白发苍苍了 

我的主啊！我没有为祈祷你而失礓。〔 5〕我的确担心我死后 

任何人与他同名&”〔8〕他说：“我的主啊!我的妻子是不会生 

育的，我也老态龙钟了，我怎么会冇儿子呢?”〔 9〕主说;“事情 

就是这样，你的主说：“这对f我是容易的3以前你不存在， 

而我创造了你。” CIO〕他说:“我的主啊！求你为我预定一种迹 

象。”他说：“你的迹象是〔你无疾无病〕你在三昼夜不能和人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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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~h^ 麦尔彦章 

〔12〕“叶哈雅啊[你应当坚持经典，他在童年时代我已赏赐 

他智慧，〔13〕与从我发出的恩惠和纯洁。他是敬毘的，〔14〕 

是孝敬双亲的f不是霸道的，不是忤逆的。〔15〕他在出生日、死亡 

曰、复活日都享受和平。〔16〕你应当在这部经典里提及麦尔 

幕遮蔽着，不让人们看见她。我使我的精神到她面前，他就 

对她显现成一个身材勻称的人^〔18〕她说;“我的确求庇于至 

仁主，免遭你的侵犯，如果你是敬畏的，〔19〕他说：“我只是 

你的主的使者，我来给你一个纯洁的儿子。”〔20〕她说:“仟何人 

没有接触过我，我又不是失节的，我怎么会有儿子呢?”〔21〕他 

他为世人的迹象，为从我发出的恩惠，这是ti经判决的事情，S 
〔22〕她就怀了孕，于是她退避到一个僻远的地方，〔23〕阵痛迫 

使她来到一棵椰枣树旁，她说5 “啊！但愿我以前死了，而且已 

变成被人遗忘的东西，〔24〕椰枣树下有声咅喊叫她说：“你不 

你的方向摇撼椰枣树f就有新鲜的、成熟的椰枣纷纷落在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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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麦尔彦章 

〔26〕你吃吧，你喝吧，你愉快吧！如果你见人来，你吋以说，我 

确已向至仁主发愿斋戒，所以今天我绝不对任何人说话 

〔27〕她抱着婴儿来见她的族人，他们说：“麦尔彦啊！你确已 

母亲不是失节的，〔29〕她就指一指那个婴儿，他们说:“我们 

怎能对摇篮里的婴儿说话呢?”〔30〕那婴儿说:“我确是安拉的 

仆人，他要把经典赏赐我，要使我做先知，〔31〕要使我无论在 

那里都是有福的，并且嘱咐我,只要活着就要谨守拜功，完纳天 

课，〔32〕(:他使我〕孝敬我的母亲，他没有使我做霸道的、薄命 

的人。〔33〕我在出生日，死亡日、复活日，都享受和平，〔34〕 

件事的时候，他只对那件事说：（有\它就有了。〔36〕安拉 

路。”〔37〕但各派之间意见分歧。重大口来临的时候，悲哀归 

眼真明，但不义者，今天确在明显的迷误之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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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尔彦章 

〔39〕你应当替告他们悔恨之日，当n—切事情已被判决，而 

他们现在还在疏忽之中。他们不信正道〔40〕我必定继承大 

经典里提及易卜拉欣，他原是一个虔诚的人，乂是一个先知0 

〔42〕当时他对他父亲说，“我的父亲啊！你为何崇拜那既不能 

听，又不能见，对于你又没有任何裨益的东西呢？〔43〕我的父 

亲啊！没有降临你的知i只，确已降临我了；你顺从我吧，我要指 

示你一条正路。〔44〕我的父亲啊！你不要崇拜恶魔，恶魔确 

是违抗至仁主的。〔45〕我的父亲啊！我的确怕你遭受从至仁 

主发出的刑罚，而变成恶魔的朋友，〔46〕他说：“你厌恶我的 

当远离我一个长时期，〔47〕他说，祝你平安！我将为你向我 

的主求饶，他对我确是仁慈的。〔48〕我将退避你们，以及你们 

祷的，我就赏赐他易司哈格和叶尔孤白，我使他俩成为先知 

〔50〕我把我的恩惠赏赐他们，我使他们享有真实的，崇高的声 

使者，确是先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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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+7V 麦尔彦章 

这部经典里提及易司马仪，他确是S然诺的，他是使者，又 

是先知.〔55〕他以拜功和天课命令他的家属，他在他的主那 

里是可喜的。〔56〕你应当在这部经典里提及易德立斯，他是一 

个老实人，又是一个先知，〔57〕我把他提髙到一个祟高的地 

我使〔他们〕与努哈同舟共济者的C后裔〕，厲于易卜拉欣和易 

司拉仪的后裔，属于我所引导而EL选拔的人，对他们宣读至仁 

主的启示的时候，他们俯伏下去叩头和哭泣〔S9〕在他们 

他们将入乐园，不受丝毫亏待u〔6D那是常住的乐园，至仁主 

在幽玄中应许其众仆的，他的诺言确是要履行的。〔62〕他们在 

那里面，听不到闲谈，只听到祝愿平安；他们在那里面，朝夕 

获得给养。〔63〕就是我将使众仆中的敬畏者继承的乐园 

〔64〕我们唯奉你的主的命令而随时降临，在我们面前的，在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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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尔彦章 

道他有匹敌吗？〔66〕人说:“我死后必要复活吗？”〔67〕人忘 

记了吗？他以前不是实有的，而我创造了他。〔郎〕指你的主发 

詧，我必将他们和众恶魔集合起来。然后我必使他们去跪在火 

狱的周围。〔69〕然后我必从每一宗派中提出对至仁主最悖逆 

的人。〔70〕然后，我的确知道谁是最该受火刑的^〔71〕你们 

中没有一个人不到火狱的，那是你的主决定要施行的。〔72〕 

然后，我将拯救敬畏者，而让不义者跪在那里面。〔73〕对他 

派的地位更优越，会场更优美呢?”〔74〕在他们之前，我曾毁灭 

在迷误中的人愿至仁主优容他们，直到他们得见他们曾被鳘 

告的：不是刑罚*就是复活时他们就知道谁的地位更恶劣，谁 

的军队更懦弱了，〔76〕安拉将为遵循正道者增加其引导。 

常存的善功，在你的主看来是报酬更好，结局更善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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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枯 麦尔彦章 

〔77〕你告诉我吧E有人不信我的迹象，却说3 “我必要获得财 

产和子嗣，〔78〕他曾窥见幽玄呢？还是他曾与至仁主订约呢? 

〔79〕不然，我将记录他所说的，我将为他加重刑罚,〔80〕我将 

继承他所说的财产和子嗣&而他将竽身来见我。〔81〕他们舍 

吗？我把恶魔们放出去诱惑不信道者，（84〕所以你对他们 

不要急躁，我只数他们的寿数D〔85〕那日，我要把敬畏者集合 

到至仁主的那里，享受恩朵^〔86〕我要把犯罪者驱逐到火狱 

去，以沸水解渴。〔87〕但与至仁主订约者除外，人们不得说 

情。〔8S〕他们说/至仁主收养儿予，”〔89〕你们确已犯了一件 

重大罪行。〔为了那件雅行〕〔90〕天几乎要破f地几乎要裂， 

〔92〕 

至仁主不会收养儿子，〔93〕凡在天地间的，将来没有一个不 

他们。〔95〕复活日他们都要单身来见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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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"h* 塔哈章 

〔96〕信道而且行善者，至仁主必定要使他们相亲相爱。〔97〕 

我以你的语言，使《古兰经》成为容易的，只为要你借它向敬 

畏者拫喜，并警告强辩的民众&〔98〕在他们之前，我曾毁灭 

了许多世代，你能发现那些世代中的任何人，或听见他们所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一二五节 0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塔哈。〔2〕我降《古兰经》给你，不为使你辛苦，〔3〕 

却为教海敬畏#,〔4〕是降_创造大地和苍穹者的a〔5〕至 

仁主已升上宝座了。 〔6〕凡在天上地下的，在天地之间的， 

确知道秘密的和更隐微的事情。〔8〕除安拉外，绝无应受崇 

拜者，他有许多最戈的名号。〔9〕你已听到穆萨的故事T吗 

〔10〕当时，他看见一处火光，就对他的家属说;“你们稍留一下， 

我确已看见一处火了，也许我拿一个火把来给你们，或汴我 

在W火的那电发现向导/〔11〕他来到那个火的附近，就有声 

音喊叫说;“穆萨啊！〔12〕我确是你的主，你脱掉你的鞋予吧， 

你确是在圣将:杜瓦'中。 

312 



r\t 



卷姑 塔哈章 

绝无应受崇拜者^你应当崇拜我，当为记念我而谨守拜功。 

要让他阻止你信仰复活时，以致你灭亡。〔17〕穆萨啊！在你右 

手里的是什么？”〔18〕他说:“这是我的手杖#我拄着它，我用它 

〔19〕主说：“穆萨啊!你把它扔下/〔20〕他就把它扔i了，它忽 

然变成了一条蜿蜒的蛇3〔21〕主说，“你捉住它，不要怕，我 

白的,但是没有什么疾病，那是另一种迹象，〔23〕我指示你我 

的最大迹象a〔24〕你去见法老，他确是暴虐无道的，〔25〕他 

说：“我的主啊！求你使我的心情舒畅，〔26〕求你使我的事业 

顺利，〔27〕求你解除我的口吃，〔28〕以便他们了解我的话&〔29〕 

〔3&〕我的哥哿哈伦 

〔31〕让他相助我，〔32〕使他与我同事，〔33〕以便我们多 

赞颂你，〔34〕多记念你^〔35〕你确是明察我们的〔36〕主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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塔哈章 

〔38〕当时，我给你母亲以应有的启示八39〕说:“你把他放在 

个箱子里，然后把那个箱子放在河里，河水要把它漂到岸j 

我发出的慈爱赏賜你，以便你在我的亲眼关注下受抚育s C40J 

当时，你的姐姐走去说:“我指示你们一个养育他的人，好吗?” 

我就把你送还你母亲f以便她愉快而不忧愁。你曾杀了一个 

人，而我拯救你脱离忧患，我咎以许多折磨考验你。你曾在麦 

这里。U1〕我为自己而挑选你。〔42〕你和你的哥哥，带着我的 

许多迹象去吧〖你俩对于记念我绝不可怠慢。〔43〕你俩到法 

老那里去，他确是暴虐无这的。〔44〕你俩对他说话要温和，或 

许他会记取教晦，或者有所畏惧。〔45〕他俩说：“我们的主啊！ 

我们的确怕他粗暴地伤害我们，或更加暴虐无道。”〔46〕主说: 

“你俩不要怕，我的确同你俩在一起，我听着，而且看着。〔47〕你 

俩去他那里就说，我俩确是你的主的使者，所以请你让以色列 

的后裔同我俩一道去，请你不要虐待他们。我们已经把你的 

主的一种迹象带来给你了;遵守正道者，得享和平。U8〕我们确 

已奉到启示说:否认而且背弃者，将受刑罚。他说:“穆萨 

啊！谁是你俩的主？”〔50〕他说：“我们的主，是把天性陚予 

力物，而加以引导的，〔51〕他说：“以往各世纪的情况是怎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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塔哈章 

〔52〕他说:“关于他们的知识，在我的主那里记录在一本书中 

我的主，既不错误，又不疏忽/〔53〕他为你们以大地为摇篮 

他为你们在大地上开辟许多道路，他从天空降下雨水，而借雨 

牲畜。对于有理智者，此中确有许多迹象。奸55〕我从大地创造 

你们，我使你们复返于大地，我再一次使你们从大地复活。〔56〕 

我确已指示他我所有的一切迹象，而他加以否认，不肯信道 

〔57〕他说;“穆萨啊！你到我们这里来，想借你的魔术把我们逐 

出国境吗？ 〔58〕我们必定在你面前表演冋样的魔术。你在一 

大家都不爽约/〔59〕他说:“你们的约期定在节日t当众人在早 

晨集合的时候，〔60〕法老就转回去，召集他的谋臣，然后他来 

免他用刑罚毁灭你们；诬蔑安拉者，确已央败了。”〔62〕他们为 

这件事，议论纷纷，并且隐匿他们的议论；C63〕他们说:“这两 

个确是两个术士，想用魔术把你们逐出国境，并且废除你们的 

最完善的制度f〔64〕所以，你们应当决定你们的计策，然后 

结队而来;今天占上风的，必定成功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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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六 塔哈章 

〔65〕他们说:“穆萨啊！是你先抛你的家伙呢？还是我们先抛 

呢?”〔66〕他说:“还是你们先抛吧! ”他们的绳子和拐杖，在他看 

来，好象是因他们的魔术而蜿蜒的。〔67〕穆萨就心怀畏惧。〔68〕 

拐杖，它就会吞没了他们所造作的。他们所造作的，只是术士 

的法术；术士们无论干什么总是不成功的，（70〕于是，术士们 

拜倒下去，他们说，我们已归信哈伦和穆萨的主了，〔71〕法老 

说:w在我允许你们之前，你们就佶奉他了吗？他必定是你们 

的头子，他把魔木传授你们，所以我誓必交互着砍掉你们的手 

谁的刑罚更严厉，更长久。”〔72〕他们说：“我们绝不愿挑选你 

而拋弃已降临我们的明证和创造我们的主宰。你耍怎么办就怎 

么办吧!你只能在今世生活中任意而为^〔73〕我们确已信仰我 

术的罪行，安拉〔的赏赐〕是更好的，〔他的刑罚〕是更久的 

〔74〕犯罪而来兕主者，必入火狱，在火狱里，不死也不活。〔75〕 

信道行善而来见主者，得享最高的品级〔76〕——常住的乐园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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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六 塔哈章 

〔77〕我确已启示穆萨说:“你在夜间率领着我的仆人们去旅行 

死。”〔78〕法老统领他的军队，赶上他们，遂为海水所淹没。〔79〕 

法老把他的百姓领入歧途，他未将他们引入正路&〔80〕以色列 

的后裔啊[我曾拯救你们脱离你们的敌人，我曾在那山的右边 

与你们订约,我曾降露和鹌鹑给你们，〔81〕你们可以吃我所 

正道者，我对于他，确是至赦的J〔83〕穆萨啊！你为何仓促地 

离开你的宗族呢？〔84〕他说：“他们将追踪而来。我的主啊! 

我忙到你这里来，以便你喜悦。”〔85〕主说;“在你C离别〕之后 

我确已考验你的宗族，撒米里已使他们迷误f，〔S6〕穆萨悲 

愤地转冋去看他的宗族，他说；“我的宗族啊！难道你们的主 

没有给你们一个美好的应许吗？你们觉得时间太长呢？还是 

你们想应受从你们的主发出的谴责，因而你们违背了对我 

的约言呢?”〔87〕他们说：“我们没有自愿地违背对你的约言, 

但我们把〔埃及人的〕许多首饰携带出来，觉得很沉重，我们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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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塔哈章 

个有犊声的躯壳，他们就 

说:“这是你们的主，也是穆萨的主，但他忘记了/〔89〕那头牛 

犊不能回答他们的问话，也不能主持他们的祸福，难道他们不 

为牛犊所迷惑，你们的主，确是至仁主，你们应当顺从我，当 

萨转回来。”C92〕穆萨说:“哈伦啊〖当你看见他们误入迷途的时 

令吗?”〔94〕他说广我的胞弟啊！你不要揪住我的头发和胡子， 

萨说:“撒米里啊！你怎么了?”〔96〕他说：“我曾见他们所未见 

的，我从使者的遗迹上握了一把土，而我把它抛下去，我的私 

要接触我。你确有一个〔受刑的〕约期，你绝不能避免它，你看 

你虔诚住守的神灵吧!我们必定要焚化它，然后必把它撒在海 

里a〔98〕你们所当崇拜的，只是安拉，除他外I绝无应受崇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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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六 塔哈章 

〔99〕我这样对你叙述些以往者的故事，我已赐给你从我发出的 

记念；aoo〕谁违背这个记念，谁在复活日必负重罪，〔101〕而 

永居其刑罚中。复活R那负担对他们真糟糕。〔102〕那是在吹 

号角之U，在那日我将集合蓝眼睛的罪犯；〔103〕他们低声相 

告说:“你们只逗留了十天，〔104〕我知道他们说些什么。当 

时，他们中思想最正确的人说，你们只逗留了一天。”〔105〕他 

们问你诸山的c结局：U你说，我的主将粉碎诸dh aoe〕而使它 

们变成乎原，ao?〕你将不能见什么坎坷，也不能见什么崎岖。 

〔108〕在那曰，众人将顺从号召者，毫无违拗，一切声ff将为至 

仁主时安静下来，除足音外，你听不见什么声音。〔109〕在那 

亏枉和克扣。〔113〕我这样降示阿拉伯文的《古兰经》，我在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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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六 塔哈章 

〔114〕安拉是超绝万物，宰制众生，体用真实的。对你启小《古兰经》 

还没有完全的时候，你不要急忙诵读，你说，我的主啊 

求你增加我的知识。”〔115〕以前，我确已嘱咐阿丹，而他忘记 

我的嘱咐，我未发现他有任何决心s〔116〕当时我对众天神说 

你们当向阿丹叩头他们就叩头，但易卜劣厮拒绝叩头。〔117〕 

我说:“阿丹啊！这确是你的仇敌，也确是你的妻子的仇敌,绝 

不要让他把你俩逐出乐园，以免你们辛苦。a〗s〕你在乐园里 

〔121〕他俩就吃了那棵树的果实，他俩的阴部就对他俩显露了 

他俩就以园里的树叶遮蔽身体a阿丹违背了他的主，因而迷 

误了e C122〕嗣后，他的主挑选了他，饶恕了他，引导了他 

〔123〕他说：“你俩都从乐园降下去〖你们将互相仇视。如果 

正道从我降临你们，那末，谁遵循我的正道，谁不会迷误，也不 

会倒霉；〔124〕谁违背我的教诲,谁必过窘迫的生活，复活日我 

使他在盲目的情况下被集合，〔125〕他将说，我的主啊！我本 

来不是盲目的，你为什么使我在盲目的情况下被集合呢?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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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塔哈章 

C1M〕主将说：“事实是这样的，我的迹象降临你，而你遗弃它, 

你今天也同样地被遗弃了◊” aw〕凡行为过分而且不信主的 

迹象者，我都要给他同样的报酬。后世的刑罚，确是更严厉 

的，确是更常存的a U28〕难道他们不知道吗？在他们之前，我 

曾毁火了许多世代，他们常和那些人的故乡往来，对于有理智 

者，此中确有许多迹象。〔129〕要不是有一句话从你的主预先 

是必然的&〔130〕你应当忍受他们所说的〔酬言〕，你应当在太 

阳出没之前赞颂你的主，你应当在夜间和白昼赞颂他t以便你 

喜悦。〔131〕你不要觊覦我所用以供给他们中各等人享受的, 

那是今此生活的浮华，我用来考验他们；你的主的给养，是更 

好的，是更久的。〔132]你应当命令你的信徒们礼拜，你对于 

拜功，也应当有恒,我不以给养责成你，我供给你。善果只归于 

敬畏者。〔133〕他们说：“他怎么不从他的那里拿一种迹象来 

给我们呢? ”作为前代经典明证的《占5经》，难道没有降临他们吗 

〔134〕假若在派遺他之前，我以刑罚毁灭他们，他们必定要说: 

我们的主啊！你怎么不派遣一个使新来引导我们，以便我们 

在蒙受卑贱和耻辱之前，遵守你的迹象呢?’’〔135〕你说，我们 

双方都是等候的，你们等着吧，你们将来就知道谁是履坦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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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七 众先知章 

这只是一个象你们一样的凡人，你们明知是魔术而顺从他 

全聪的，确是伞知的。”〔5〕m他们说：‘‘这是痴人说梦呢9还是 

他捏造谎荇呢9还是他是一个诗人呢？教他象古代的众使者那 

没冇一个普信迹象的。现在，他们会信迹象吗？ 〔7〕在你之前 

精通记念者。〔8〕我没有把他们造成不吃饭的肉身，他们也不是 

长生不老的。〔9]嗣后,我对他们实践诺约,故拯救他们和我所 

意欲者，而毁灭广过份者。[10]我确已降示你们一本经典，其 

中有你们的记念，难道你们不/解吗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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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七 众先知章 

〔12〕当他们感觉我的严刑的时候，他们忽然奔逃。〔13〕“你 

以便你们将来受审讯，〔14〕他们说t “哀哉我们！我们原来确 

是不义的人，〔15〕那句话，将要常为他们的哀号，直到我使 

他们变成为谷茬和死灰。〔16〕我未曾以游戏的态度创造天地 

万物；〔17〕假若我要消遺，我必定以我这里的东西做消遣，我 

不是爱消遣的“18〕我以真理投掷谬妄，而击破其脑袋，谬妄瞬 

时消亡^悲哉你们！由于你们对安拉妄加描述D〔19〕凡在天 

地间的，都是他的；凡在他那里的，都虔诚地崇拜他，既不傲 

慢，又不疲倦。〔20〕他们昼夜赞他超绝，毫不松懈。〔21〕难道 

他们把大地上许多东西当神明，而那些神明能使死人复活吗 

他自己的行为，不受审讯，而他们都是要受审讯的^〔24〕难道 

他们除安拉外还事奉许多神明吗？你说:“你们拿证据来吧，这 

是对于我的同道者的记念，也是对于在我之前者的记念，但他 

们大半不知真理，背弃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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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4r 众先知章 

外绝无应受崇拜的。所以你们应当崇拜我^〔26〕他们说:“至 

仁主以C天神〕为女儿，赞颂安拉，超绝万物。不然，他们是受 

命令；〔28〕他知道在他们前面和后面的f他们只替他所喜悦 

者说情a他们为敬畏他而恐惧^〔29〕他们中谁说“我是安拉 

以外的神明”，我就以火狱报酬谁，我将要这样报酬一切不义 !■ 

者。〔30〕不信道者难道不知道吗？天地原是闭塞的，而我开 

造许多宽阔的道路，以便他们能达到目的。〔32〕我把天造成 

安全的穹箆，而他们忽视其中的迹象。〔33〕他是创造昼夜和日 

月的，天体运行各循一条轨道，〔34〕在你之前的任何人，我 

没有为他注定长生，如果你死了，难道他们能够长生吗？〔35〕 

凡有血气者,都要尝死的滋味。我以祸福考验你们，你们只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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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士 众先知章 

〔36〕当不信道者看见你的时候f他们只把你当作笑柄〔他们 

说;〕“就是这个人诽谤你们的神明吗?”他们不信至仁主的记 

念，〔37〕人是生来急躁的，我将要昭示你们我的迹象，所以你 

果你们是诚实的人〔39〕假若不信道者,知道在那个时候，他 

们不能对自己的面部和背部防御火焰，他们也不能获得援助… 

〔40〕但复活时将突然来临，而使他们惊慌失措，他们不能抵 

弄，而愚弄的刑罚已降临愚弄者了。〔42〕你说t “谁在昼夜中 

他们的主的记念。〔43〕除我之外，难道他们有许多神明保护 

他们吗？他们所崇拜的神明，不能自卫，他们对我〔的刑罚〕也 

不蒙庇护^〔1«不然，我使这等人和他们的袓先得享受安乐 

直到他们的寿命延难道他们不知道我来缩小他们的边境 

吗？难道他们是战胜#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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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七 众先知章 

〔45〕你说3 “我只借启示而警告你们。”当聋子被警告的时候，他 

他们必定说:“悲哉我们！我们原来确是不义者/〔47〕在复活 

日，我将设ft公道的天秤，任何人都不受一点儿冤枉；他的行 

秘密中敬畏他们的主，他们是为复活时而恐惧的。〔50〕这是我 

所降示的吉样的记念，难道你们否认它吗?S〔51〕以前我确已 

把正直赏赐易卜拉欣，我原是深知他的。C52〕当时，他对他的 

是对我们说正经话呢？还是和我们开玩笑呢?”〔56〕他说：“不 

然，你们的主，是天地的主，是天地的创造者，我对于此事是 

个证人&〔57〕——指真主发誓，你们转身离开之后，我必设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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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七 众先知章 

〔58〕他把偶像打碎了，只留下一个最大的，以便他们转回来问 

义的人〔60〕他们说，我们曾听见一个青年，名叫易卜拉欣 

们作证C62〕他们说:“易卜拉欣啊!你对我们的神灵做了这 

件事吗?”〔63〕他说:“不然，是这个最大的偶像做了这件事。如 

后说:“你们〔崇拜偶像〕确是不义的。”〔65〕然后，他们倒行逆 

施，〔他们说〕:“你确已知道这些是不会说话的，〔66〕他说:“你 

们舍安拉而崇拜那些对你们毫无祸福的东西吗？〔67〕呸，你们 

不崇拜安拉，却崇拜这些东西，难道你们不理解吗?”〔68〕他们 

说:“你们烧死他吧！你们援助你们的神灵吧!如果你们有所作 

为。”〔69〕我说f“火啊！你对易卜拉欣变成凉爽的和平的吧! 

〔70〕他们想谋害他，但我使他们变成最亏损的，〔H〕我拯救 

他和鲁特，而使他俩迁移到我为世人而降福的地方去。〔72〕 

我赏赐他易司哈格，义增赐他叶尔孤白，我使他们都变成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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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士 众先知章 

城市，那个城市的居民确是放荡的恶民6〔75〕我使他进入我 

的恩惠之中，他确是一个善人。〔76〕〔你应当叙述〕努哈，以前 

他曾呼吁我，故我答应了他，并且拯救他和他的信徒们脱离忧 

患。〔77〕我使他脱离否认我的迹象的民众，他们确是恶民，故 

我使他们统统被淹死。〔78〕〔你应当叙述〕达五德和素莱曼，当 

百姓的羊群夜间出来吃庄稼的时候，他俩为庄稼而判决，对于 

他们的判决我是见证，〔79〕我使素莱曼知道怎样判决。每一 

个我都赏赐了智慧和学识D我使群山和众鸟随从达五德 

〔81〕我替素莱曼制服狂风，它奉他的命令而吹到我曾降福的 

地方，我是深知万物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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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七 众先知章 

〔82〕我又替他制服一部分恶魔，他们替他潜水,并且做其它工 

作，我是监督他们的J C83〕〔你应当叙述〕艾优卜，当时他曾 

是坚忍的。〔86〕我使他们进入我的恩惠之中，他们确是善人。 

〔87〕〔你应当叙述〕左农 

绝不约束他，他在重重黑暗屮呼吁〔说〕：“除你之外，绝无应受 

崇拜者，我赞颂你超绝万物，我确是不义的/〔88〕我就答应 

他，而拯救他脱离忧患；我这样拯救信道者脱离忧患a〔89〕 

啊！求你不要任随我孤独，你是最好的继承者，〔90〕我就 

答应他，而且赏赐他叶哈雅，并改正他的妻子。他们争先行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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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七 众先知章 

我把我的精神 〔913 (你当叙述）那保持贞操的女子 ¥ 

吹入她的体内，我曾以她和她的儿子为世人的一个迹象 

〔92〕你们的这个民族,确是一个统一的民族，我是你们的主，故 

你们应当崩拜我。〔93〕他们分成了苦干教派，各派都要归于我 

〔94〕谁信道而且行善，谁的劳绩绝不遭否认，我确是记录他的善 

到雅朱荞和马朱者被开释，而从各卨地蹓向四方。〔97〕真实的 

应许将近了，不信道者突然瞪#眼睛〔说〕；“悲哉我们！我们 

们舍真主而崇拜的，确是火狱的燃料，你们将进入火狱^〔99〕 

假若这些是神灵，他们不进入火狱了，他们都将永居其中^ 

曾蒙我最优的待遇者，将远离火狱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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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士 众先知章 

〔102〕而不闻其最微的声音，他们将永居在自己所爱好的享乐 

中，〔103〕不使他们忧愁最大的恐怖4众天神将欢迎他们C说〕: 

这是你们曾受应许的日子。” C10O在那日，我将天卷起犹如 

卷轴将书画卷起一样e起初我怎样创造万物，我要怎样使万 

物还原。这是我自愿应许的，我必实行它&〔105〕在记念以后， 

我确以在《宰甫尔》中写道:大地必为我的善仆所继承忒106〕对于 

崇拜主的民众，此经中确有充足的裨益。〔107〕我派遣你，只 

崇拜的I只是独一的主宰。你们归顺吗?”〔109〕如果他们背离 

正道，你就说:“我公平地通知你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所被瞥告的 

〔刑罚〕是临近的呢？还是遥远的呢？〔110〕他的确知道公开的 

言语，也知道你们所隐讳的u〔I〗〗〕我不知道，这或许是对你 

们的考验和暂吋的亨受，〔112〕他说:“我的主啊f求你秉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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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七 朝觐章 

这章是麦地那的，全章共计七八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众人啊！你们应当敬畏你们的主，复活时的地震， 

其实他们并非是醉汉，而是因为安拉的刑罚是严峻的。C 3〕 

旮人无知地进彳f关T安拉的争论，并且顺从叛逆的恶魔。〔 4〕 

还在怀疑之中，那末，我确已创造了你们，先用泥土，继用一小 

们迖到成年。你们中有夭折的；有复返于最劣的年纪的，以便 

他在釘知识之后，什么也不知道。你看大地是不毛的，当我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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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士 朝觐章 

〔6〕这是因为安拉是真宰，他能使死者复生，他对于万事是 

全能的，〔7〕复活确是耍来临的，毫无疑义，安拉要使坟墓 

里的人复活起来。〔8〕有人争论安拉，但他既无知识,又无指 

导，且无灿烂的经典，〔9〕他傲慢地走开，以便诱人叛离安拉 

的大道^他在今世要受凌辱，复活日我耍使他尝试烧灼的刑罚。 

〔10〕这是因为你所犯的罪行，也因为安拉绝不是亏待众仆人 

的亏损。〔】2〕他舍安拉而祈祷那对于他既无祸又无福的东西， 

他的援助者真恶劣！做他的同伴的A恶劣！ 〔14〕安拉必定要 

使信it而且行善者进入那下临诸河的乐园。安拉确是为所欲 

为的。〔15〕谁猜想安拉在今世和后世绝不相助他，叫谁悬梁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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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七 朝觐章 

拉确是万物的见证。08〕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在天上的和在地 

上的，与U月群M，山岳树木，牲畜和许多人，都为安拉[ft叩头, 

有许多人当受刑罚。安拉凌辱谁，谁不受人尊敬&安拉确是 

为所欲为的^ 〔19〕这两派是相争的，他们进行关于他们 

的主的争论。不信道者已经有为他们而裁制的火衣了，沸水将 

倾注在他们的头上，〔20〕他们的内脏和皮肤将被沸水所溶化， 

〔21〕他们将享受铁鞭的抽打。〔22〕他们每因愁闷而逃出火狱 

都被拦回左D你们尝试烧灼的刑罚吧！ 〔23〕安拉必定要使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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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七 朝觐章 

使众人——定居的和游牧的——共同尊敬禁寺者，〔我将使 

定天房的地址，我说：“你不要以任何物配我，你应当为环行 

者、立正荞、鞠躬者和叩头者，打扫我的房〔27〕你应当在 

众人中宣告朝觐，他们就从远道或徒步或乘着瘦驼，到你谊里 

来，〔281以便他们见证他们所有的许多利益，并且在规定的若 

C29〕 

然后叫他们涤除他们的污垢，叫他们履行他们的誓愿，叫他们 

围绕那间古房而环行9〔30〕事情就是这样的，_尊重安拉的 

戒律，在主的那里那对于谁是更好的，一切牲畜对你们都是 

合法的，对你们已宣布禁戒的除外。故你们应当避开污秽及 

335 



i 

於增W^fe 
念 c?J 雖⑤ 
—喊從#%^J3 

^4==4j：：g) 

/瓜5^40切以M從 
知祕❹6^辑_ 

逆4遇G逸# 
Gr邊％这獅谈培^|3 4 

你泌 _ 說fe；_：^auUi|3 
ii^u^攻减&成以C：^i 
爸33%參匕蛋泣 
多务诞.匕氣^ 

m 



卷十七 朝觐章 

〔31〕同时为安拉而信奉£教*不以物配他。谁以物配安拉，谁 

如从天空坠落，而被群鸟夺走，或被大风扫荡到远方。〔32〕事 

族制定一种供献的仪式，以便他们记念安拉之名而屠宰他所 

赐他们的牲畜。你们的神明是独一的神明，故你们应当只归 

顺他n你应当以喜汛传示谦恭者。〔35〕当记念安拉的时候 

应当为诺宰它们而记念安拉之名；当它们侧卧在地上的时候 

你们可以吃它们的肉，并应当用来款待知足的贫民和乞讨的 

贫民我为你们这样制眼它们，以便你们感谢〔37〕它们的 

确是不喜爱每个忘恩负义的叛逆者的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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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七 朝觐章 

〔39〕被进攻荞，已获得反抗的许可，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。安 

闪他们常说:“我们的主是安拉，要不是安拉以址人互相抵抗，那 

大道者，安拉必定扶助他；安拉确是至强的，确是万能的。 

〔41〕如果我使那些人在地面上得势，他们将if守拜功，完纳天 

课，劝善戒恶。万事的结局只归安拉。〔42〕如果他们否认你， 

莫德人、〔43〕易卜拉欣的宗族、鲁特的宗族、U4〕麦德彦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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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七 朝觐章 

〔47〕他们耍求你早日昭示刑罚。安拉绝不爽约。在你的主 

那里的一日，恰如你们所数的一千年。〔48〕有许多城市，居民 

不义，而我优容他们，随后，我惩治他们，我是唯一的归宿 

〔49〕你说:“众人啊！我对你们只是一个直爽的警告者，〔50〕 

信道而K行善者，得蒙赦宥，得享优厚的给养；〔51〕以阻挠的 

态度努力反对我的迹象者，是火狱的居民〔52〕在你之前我 

所派遣的使者和先知，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：当他愿望的时 

候，恶魔对于他的愿望T有一种建议，但安拉破除恶魔的建议 

然后，安拉使己的迹象成为坚确的。安拉是全知的，是M鲁 

和心硬的人。不义#必陷于长远的分裂之中。〔54〕〔他这样 

仰它，而他们对他心怀谦逊。安拉必定要把信道者引上」E路。 

〔55〕不信道者对于它仍然在犹豫之中，直到末曰时刻忽然降 

临他们，或破坏日的刑罚来临他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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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七 朝觐章 

〔56〕在那日 主权只是安拉的。他要判决他们.信道而且行 t 

善荞，将在极乐园中；〔57〕不信道而且否认我的迹象#，将受 

凌辱的刑罚，〔S8〕为主道而迁居，然后被杀害或病故者，安拉 

必赏赐他们佳美的给养；安拉确是最善T给养的。〔59〕他必 

使他们进入他们所喜悦的地方i安拉确是全知的，确是容 

为安拉使黑夜侵入白昼，使白昼侵入黑夜；义因为安拉是全 

聪的，是全明的。〔62〕这是因为安拉是真实的，他们舍安拉 

而祈祷的〔偶像〕是虚妄的；又因为安拉是至高的，是至大的„ 

〔63〕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安拉从天上降下雨水，地面就变成苍 

翠的。安拉确是仁爱的，确是彻知的^ 〔64〕天地万物都是他 

的，安拉确是无求的，确是可颂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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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七 朝觐章 

及奉他的命而在海上航行的船舶，他维持着天以免咯落在地 

上，除非获得他的许可。安拉对于世人确是至爱的，确是至 

慈的D〔66〕他使你们生，然后使你们死，然后使你们复活f人 

确是孤恩的， 

有所遵循，绝不是让他们为这事与你争论。你应当召唤众人 

来崇拜你的主，你确是在止路上的a〔68〕如果他们与你争论 

判决你们所争论的是非，〔70〕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安拉知道天 

地万物，这确是在一本天经里的^这对于安拉确是容易的 

〔71〕他们舍安拉而崇拜安拉所未证实的，也非他们所知道的偶 

像;不义的人绝没有任何援助者。〔72〕当別人对他们宣读我的 

显明的迹象的时候，你看见不信道荞的脸上存不悦之色f他们 

几乎要袭击对他们宣读我的迹象#,你说：“我告诉你们比这 

个更恶劣的好吗？那就是火狱。安拉以火狱应许不信道#, 

那宿真恶劣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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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七 朝觐章 

〔73〕众人啊!有一个譬喻，你们倾听吧！你们舍安拉而祈祷 

的〔偶像〕虽群策群力，绝+能创造一只苍蝇；如果苍蝇从他们 

者和被祈祷者，都是懦弱的!”〔74〕他们没有真实地尊敬安拉。 

安拉确足至强的，确足力能的。〔75〕安拉从天神中，于人类中 

们已做的和将做的事情，方事只归安拉。〔77〕信道的人们啊! 

你们应当鞠躬，应当叩头，应当崇拜你们的主，应当力行善 

拣选你们，关于宗教的事，他未曾以任何烦难为你们的义务 

你们应当遵循你们的祖先易卜拉欣的宗教，以前安拉称你们 

们作证，而你们为世人作证。你们当谨守拜功，完纳天课 

信托安拉；他足你们的主宰，主宰真好I助者真好! 

第二三章信士（慕米农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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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八 信士章 

〔1〕信士们确d成功了； C 2〕他们在拜屮是恭顺的 

〔3〕他们是远离谬论的，C 4〕他们是完纳天课的，〔5〕他们 

的心不是受谴责的；〔7〕此外，谁再冇所求，谁是超越法度的 

〔 9〕他们是谨守拜功的I〔10〕这等人，才是继承者。〔11〕他 

们是继承乐园的，他们将永居其中。〔12〕我确巳用泥上的精 

华创造人，〔13〕然后，我使他变成精液，在坚固的容器中的精 

液，〔14〕然后，我把精液造成血块，然后,我把血块造成肉团， 

我把他造成別的生物。愿真主降福，他是最善于创造的。〔15〕 

此后，你们必定死亡，H16〕然后，你们在复活日必定要复活 

忽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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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八 信士章 

〔18〕我从天1：降下定量的雨水，然后，我使它停留在地下 

们创造许多枣园和葡萄园*其中有许多水果都是你们的，你们 

出，能生油汁和作料，供食者调味之用。〔21〕牲畜中对于你们 

确冇一种教训，我使你们得饮它们腹中的乳汁，得享受它们的 

许多裨益，你们又得食它们的肉，〔22〕你们又得用它们和船舶 

来供载运。〔23〕我确Q派造努哈去教化他的宗族,他说;“我的 

宗族啊！你们应当崇拜安拉，除他之外，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。 

难道你们+敬畏吗?”〔24〕他的宗族中不信道的头目们说:“这 

个人只是象你们一样的一个凡人，他想获得你们的尊重。假若 

安拉要意欲时，必定降下许多夭神。我们没有听到在我们的 

袓先的时代发生过这样的事，〔25〕他只是一个疯子，故你们 

为他们已否认我了，〔27〕我就圮示他说;你在我的照顾下，依 

我的启示而造船^当我的命令来临，而洪水泛滥于地面的时 

候，你把每种动物，各取一对，放在船上，使你的家属也上船去; 

他们屮已被判决者除外。你不要为不义者而祈祷我，他们必 

然被淹死&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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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八 信士章 

〔28〕当你和同船者在船上坐定的时候，你应当说 切赞颂 

当说：“我的主啊！请你使我们在一个吉样的地方登陆，你是 

最会安置众生的。” 〔30〕此屮确有许多迹象，我确是考验者 

吃的，他饮你们所饮的。〔34〕如果你们顺从象你们样的一个 

我们生，我们绝不会复活。〔38〕他只是一个人假借安拉的名 

义而造谣，我们绝不信他! ”〔39〕他说:“我的主啊！求你援助 

344 



rto 



卷十八 信士章 

〔43〕任何世代，都不能在自Q的期限之前灭亡，也不能在冇 

己的期限之后沦丧。〔44〕然后，我陆续地派遣我的众使者，每 

传示法老和他的臣民，但他们自大，他们是卨傲的。〔47〕他们 

i兑；“我们怎能信仰象我们样的两个凡人呢？何况他俩的宗族 

是服侍我们的。，’〔48〕他们否认他俩，故遭遇毁灭。0*9〕我 

确巳把天经赏赐穆萨，以便他们遵循正道a〔50〕我以麦尔彦 

和她的儿子为一种迹象，我使他俩在有平地和流水的卨原获 

得一个隐庇之所。〔51〕众使者啊！你们可以吃佳芙的食物，应 

你们的统一的民族r我是你们的主，故你们应当敬畏我a〔53〕 

但他们为教义而分裂成许多宗派，各派都因自己的教义而沾 

沾自喜。〔54〕你让他们暂时沉浸在自己的困境之中吧。〔55〕 

〔56〕是我用来使 

他们快得福利的〔手段〕吗？不然，他们是不晓得的。〔57〕为敬 

畏主而恐惧者，〔58〕信仰主的迹象者，〔59〕不以物配主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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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八 信士章 

〔60〕有所施舍、但因为将归于主而心怀恐怖珩，〔61〕这等人 

都是争先行善，而且最先获得善报的a〔62〕我只依各人的能 

此外，他们还有许多行为，将要做出来。C64〕直到我以刑罚 

惩治他们中过豪华生活者的时候，他们忽然人呼求救。〔65〕 

我的迹象，确已对你们宣读过了，但你们旋踵而退，〔67〕+肯 

佶仰，却用作夜谭的资料，而且加以鄙弃。〔68〕他们没奋熟思 

真自呢？还是没有降喵他们的祖先的经典己降临他们呢？〔69〕 

还足他们没有认识他们的使者，因而不承认他呢？〔70〕还是 

他们说他有疯病呢？不然，他以真理昭示他们，但他们 

大半是厌恶真理的。〔71〕假若真理顺从他们的私欲，天地 

万物，必然毁坏。不然，我已把他们的教诲昭示他们，但他 

们背弃他们的教诲。〔72〕难道你向他们索取报酬吗?你的主的 

赏赐是更好的，他是最善丁给养的。你确是号召他们走 

正路的。〔74〕不佶后世荞，确是偏离正路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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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八 信士章 

〔75〕假若我怜悯他们，而且解除他们所遭的苦难，他们必固执 

横蛮，而徘徊于歧途之中u C76〕我确已用刑罚惩治他们，但他 

们不顺从他们的主，他们也不对他表示谦逊a〔77〕直到我对他 

们开辟严刑之门的时候，他们为它而忽然变成失望者^〔78〕主 

曾为你们创造耳0和心，你们的感谢是很少的。〔79〕他曾使 

你们在大地上繁殖，你们要被集合在他那里，〔80〕他使死物生 

使生物死，昼夜的更迭由他主持。难道你们不了解吗？〔81〕 

变成尘埃和朽#的时候，难道我们还必定要复活吗？〔83〕我 

们和我们的祖先，以前确已受过这种赘告了$这个只是古人 

的神话，〔84〕你说=“大地和其中的人物，究竞是为谁所有? 

如果你们知道。”〔85〕他们要说:“为安拉所有，你说:“你们怎 

不记得呢？”〔86〕你说，谁是七天的主和伟大的宝座的主呢？” 

〔87〕他们要说:“安拉。”你说:“那你们怎不敬毘呢?”〔88〕你说 

受保护呢？如果你们知道。”〔89〕他们要说:“是安拉。”你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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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/v 信士章 

[90]不然_我以真理昭示他们,而他们确是说谎的。〔91〕安 

拉没有收养任何儿子，也没有仟何神灵与他同等；否则每个神灵 

必独占他所创造的，他们也必优胜劣败。赞颂安拉，超乎他们的 

描述=〔92〕赞颂全知幽明的主，他超乎他们所用来配他的〔 

切东西〕。[93〕你说:“我的主啊!如果你务必要使我看见他们 

所被警士的，[刑罚〕 

你说：“我的主啊！我求你保祐我得免于众恶魔的诱惑3〔98〕 

降临他们中，一旦有人临危时，他才说：“我的t啊！求你让我 

返回人间，〔100〕也许我能借我所遗留的财产而行善，绝不然f 

这是他定要说的一句话，在他们的面前> 有一个屏障，直到他 

是成功的；[103]凡善功的分董轻的，都是亏损的，他们将永 

居火狱之中。〔104〕火焰烧灼他们的脸，他们在火狱中痛得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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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八 信士章 

〔105〕难道我的迹象没有对你们宣淡过，而你们否认它吗? 

〔106〕他们说:“我们的主啊！我们的薄命，曾制服我们，而我们 

变成迷误者。〔107〕我们的主啊!求你让我们从火狱出去，如 

果我们再次犯罪，我们就确是不义者/〔108〕他说/你们在火 

狱中应当忍气吞声，不要对我说话。”〔109〕从前，我的仆人中葙 

常嗤笑他们，直到他们使你们忘了记念我。〔111〕今天我确已 

们在大地上逗留丫几年？”〔113〕他们说：“我们逗留了一天，或 

者不足一天;请你问问能U算年月的〔天神〕吧，〔114〕他说 

你们只逗留r很少的年月，假若你们知道难道你们 

〔116〕 

尊哉安拉——真实的君主。除他之外，绝无应受崇拜的。他 

是高贵的宝座之主。〔117〕凡在祈祷安拉的冋时祈祷別的无 

稽的神灵者，他将在主那■受到淸算，不信道者必不能成功. 

〔118〕你说：“我的主啊！求你饶恕，求你怜悯，你是最怜悯 

第二四章光明(努尔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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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八 光明章 

这章朵麦地那的，全草共计六四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〔这是〕一章经，我降示它，并以它为定制，在其中 

果你们确信安拉和末Eh叫一伙信士，监视他俩的受刑^〔3〕 

徒，信道者不得娶她。〔4〕凡告发贞节的妇女，而不能举出四 

个男子为见证者，你们应当把每个人打八十鞭，并且永远不可 

接受他们的见证。这等人是罪人&〔5〕以后悔H自新荞除外 

因为安拉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^ C6〕凡吿发自己的妻子， 

说实话的，〔 7〕第五次是说：他II受安拉的诅咒，如果他说 

谎言。〔8〕她要避免刑罚，必须指安拉发眢四次，证明他确是 

说谎言的，〔9〕第五次是说：她甘受天谴，如果他是说实话 

的。〔10〕假若无安拉所赐你们的恩惠和仁慈，如果安拉不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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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八 光明章 

ai〕造谣者确是你们中的一伙人&你们不要以为这忭事对于 

你们是有害的，其实是有益的。他们中的每个人，各应当受他 

听见谣言的时候，信士和信女对灼己的教胞，为何不作善意的 

个见证者来证明这件事呢？他们没有举出四个见证者，所以在安 

拉看米他们是说谎的。ch〕若无安拉在今世和后世所赐你们 

的恩惠和仁慈，你们必因诽谤而遭受重大的刑罚。〔15〕当时 

你们道听而途说，无知而妄言，你们以为这是一件小事I在安 

拉看来，确是一件大事。〔16〕当你们听见谎言的时候，你们为 

何不说：我们不该说这种话，赞颂安拉，超绝万物！这是重大 

的诬蔑〔17〕安拉功告你们永远不要再说这样的话，如果你 

们是信士。〔1S)安拉为你们阐明一切迹象。安拉是全知的，是 

必受痛苦的刑罚。安拉知道，你们却不知道。〔20〕若无安拉 

所赐你们的恩惠和仁慈，如果安拉不是仁爱的，不是至慈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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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八 光明章 

f〔2]〕信士们啊！你们不要追随恶魔的步伐。谁追随恶魔的步 

惠和仁慈，主永远不使你们的任何人淸但安拉使他所意 

拉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。〔23〕凡告发贞节的而且天真烂漫的 

〔20在那日，他们的舌头和T■足都耍反证他们之所为。〔25〕 

在那H，安拉要使他们享受他们所应得的完全的报应,他们要 

知道安拉才是真实的，才是显著的，〔26〕恶劣的妇女，专配恶 

劣的男人；恶劣的男人，专配恶劣的妇女；莕良的妇女专配善 

良的男人；善良的男人，专配莕良的妇女；这等人与恶人所说 

的全不相干，他们将蒙赦宥，并享优厚的给养。〔27〕信道的 

你们能记取教诲&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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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八 光明章 

〔28〕如果你们发现別人家里没有人，你们就不要进去，直到 

你们获得许可.如果有人对你们说；“请转回去[”你们就应 

当立即转间去，这对于你们是更纯洁的&安拉是全知你们的 

的财物，你们无妨走进安拉知道你们所表观的，和你们所 

隐_的。CSO〕你対信士们说，叫他们降低视线，遮蔽下身，这 

对于他们是更纯洁的。安拉确是彻知他们的行为的。〔31〕你 

对信女们说，叫她们降低视线，遮蔽下身，莫露出酋饰，除 

非n然露出的，叫她们用面纱遮住胸膛，莫露出首饰，除非 

们的儿子，或她们的丈夫的儿子，或她们的兄弟，或她们的 

弟兄的儿子，或她们的姐妹的儿子，或她们的女仆，或她们 

的奴婢，或无性欲的男仆，或不愤妇女之事的儿萤；叫她们 

不要用力踏足，使人得知她们所隐藏的首饰^信上们啊！你 

们应全体向安拉悔罪，以便你们成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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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八 光明章 

〔32〕你们中未婚的男女和你们的善良的奴婢 

惠t使他们富足。安拉是富裕的，是全知的。〔33〕不能娶妻 

足。你们的奴婢中要求订约赎身#，如果你们知道他们是忠 

末，在被迫之后，安拉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。〔34〕我确Q 

畏者的教训，降示你们〔35〕安拉是天地的光明，他的光明 

象一座灯台，那座灯台上冇一盏明灯，那盏明灯在一个玻璃 

翠里，那个玻璃罩仿佛一颗灿烂的明M，用吉祥的橄榄油燃 

着那盏明灯;它不是东方的，也不是西方的，它的油，即使没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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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八 光明章 

csn是若千男子.商业不能使他们疏忽而不记念安拉、谨守 

〔38〕 

安拉以他们的行为的善报赏赐他们，并以他的恩惠加赐他们 

安拉无量地供给他所怠欲者D〔39〕不信道者的善功恰如沙漠 

时，没冇发现什么，却发现安拉在那里。安拉就把他的帐0完 

全夂给他，安拉是清算神速的3〔40〕或如垔垔黑暗，笼罩着汪 

洋大海，波涛澎湃,上有黑云，黑暗重重叠焭，观者伸出手来时 

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凡是在夭地间的人物和展翅的群鸟，都赞 

颂安拉是超绝的。他的确知道各物的祈祷和赞颂，安拉&全 

知他们的行为的a U2〕大地的主权，只是安拉的，安拉是唯 

的归宿。〔43〕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安拉使云缓缓地移动，而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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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八 光明章 

〔44〕安拉使昼夜更迭，对于有视力者，此中确有一种鉴戒。〔45〕 

安拉用水创造一切动犓，其中有用■部行走的，有用两足行走 

全能的。U6〕我确已降示许多明白的迹象，安拉指导他所怠欲 

士。〔48〕当他们被召归于安拉及其使者，以便他为他们而判 

他们就贴服地忙来见他。〔50〕他们心中有病呢？还是他们怀 

疑呢？还是他们恐怕安拉及其使者对他们不公呢？不然！这 

替他们判决的时候，他们只应当说：“我们已听从了，这等人 

们出征，他们必定出征。你说:“你们不要发誓。合理的服从是 

更好的。安拉确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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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八 光明章 

背命令，那末，他只负他的责任，你们只负你们的责任。如果 

必为他们而巩固他所为他们嘉纳的宗教;他必以平安代#他们 

是罪人。〔56]你们应当谨守拜功，完纳天课f服从使者，以便你 

是能逃避天谴的，他们的归宿足火狱，那归宿真恶劣！〔58〕信士 

示，晨礼之前，正午脱衣之时，宵礼之后，这是你们的三个不 

为你们阐明一些迹象。安拉是全知的，是至睿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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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八 光明章 

〔59〕当你们的孩子成丁的时候，教他们象在他们之前成丁者 

安拉是全知的，是至睿的〔60〕不希望结婚的老妇，脱去外衣 

是无罪过的，对于瘸子是无罪过的，对于病人也是无罪过的& 

家里，或在你们弟兄的家里，或在你们姐妹的家里，或在你们 

叔伯的家里，或在你们姑母的家里，或在你们舅父的家里，或 

朋友的家里，你们饮食，对于你们是无罪的&你们聚餐或分食 

对于你们都是无罪的，你们进家的时候，你们当对自己祝安 

安拉所制定的、吉祥而优美的祝词a安拉这样为你们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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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八 光明章 

与使莕集会的时候，他们不退席，直到他们向他请求允许。向 

你请示者，确是信仰安拉及其使#的&当他们因私事而向你请 

罚降临他们！〔64〕真的，天地万物，确是安拉的6他确已知道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七七节e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圣洁哉安拉!他降示准则给他的仆人，以便他做众世界 

中没有伙伴。他创造万物，弁加以精密的注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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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八 准则章 

〔3]他们注定除安拉外崇拜许多神灵，那些神灵不能创造任何 

物，他们自己却是被造的；他们不能主持自身的祸福,也不能 

主持〔他人的〕生死和复活。〔4〕不信道者说：“这只是他所捏 

说了不义的谬妄的话。〔5〕他们说："这是古人的神话f他使 

人抄录T来，朝夕对他诵读。”〔 6〕你说:“知道天地的奧秘#降 

示了它。他确足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，〔 7〕他们说：“这个使 

者怎么也吃饭，也往来于市场之间呢？为何安拉不派一个天 

神降临他，而斗他同为警畀荇，〔 8〕或者把一个财宝赏賜他 

或者他冇一座果ISM共他食用呢?”不义莕说:“你们R顺从一 

个被蛊惑者，〔9〕你看他们怎样为你打了许多譬喻,而他们 

自己误入歧途，故不能获得一条正路g CiO〕圣洁哉安拉！如 

果他总欲，他要赏赐你比那个更好的，即下临诸河的一些果冈 

他要赏賜你一些大厦。CU〕不然，们否认复活时，我巳为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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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八 准则章 

〔12〕当火狱从远处看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听见爆裂声和太息 

声J13〕当他们被枷锁着投入烈火中一个狭隘地方的时候，他 

们在那里哀号求死。〔14〕今天你们不要哀求一死，你们当哀 

求多死，〔15〕你说：“这是更好的呢？还是应许敬提者永居其 

中的乐园更好呢？它是他们所有的报酬和们估，C1G3他们在 

乐园屮得享受Ne所怠欲的〔幸福:u他们将永培其中，这是 

可以向你的主要求实践的诺言。〔17〕在那日，他要把他们和 

他们说s “我们赞颂你超绝万物，我们不该舍你而敬事任何神 

灵。但你曾使他们及其祖先享乐，H到他们遗忘了记念，他们 

原是灭亡的民众，〔19〕主说；“他们确已否认你们所说的话 

你们不能逃避刑罚,也不能自助。你们中谁是不义的，我要使 

谁尝试严峻的刑罚〔20〕我在你之前所派遣的使者，没有一 

个是不吃饭的，没有一个是不来往于市场之间的，我使你们互 

相考验，看看你们能忍耐吗？你的主是明察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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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九 准则章 

对他们说=“〔乐冈对于你们〕是应为严禁的，〔23〕我将处理他 

们所行的善功，fft]使它变成飞扬的灰尘。〔24〕在那日，乐园的居 

民将在一个敁优的居住之地，一个最芙的休息之所。〔25〕在那 

曰，诸天将与0云一道破裂，众天神将奉命庄严地降临。〔26〕 

个严酷的H子。〔27〕在那13,不义者一面咬手一面说:“啊！但 

某人为朋友。〔29〕记念既降临之后，他确d使我违背它。”恶 

魔向来是遗弃人的。〔30〕使者曾说：“我的主啊！我的宗族以 

他的仇敌，你的主足为引导者和援助荞。〔3S〕不信道者曾说: 

怎么不把全部《古兰经》一次降示他呢？”我那样零零星星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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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九 准则章 

〔33〕他们每向你提出一种非难，我就启示你真理和更美满的 

解释^ 〔34〕那些被匍匐着集合于火狱者地位更恶劣，是偏离 

正路更远的。〔35〕我确Li把经典赏赐穆萨，并II任命他的哥 

哥哈伦做他的助手a〔36〕我说：“你俩去教化那些否认我的迹 

象的民众我终于毁灭丫他们。〔37〕努哈的宗族否认使者的 

时候，我淹死了他们，并且以他们为世人的鉴戒，我已为不 

以及在他们之间的若干世代，〔39〕我已为每一世代的人阐明 

过许多臂喻，我毁灭了每一世代的人。〔40〕他们确已经历那 

活J41〕当他们见你的时候，只把你3作笑柄，C他们说〕：“这就 

是安拉派来当使#的吗？ 〔42〕要不是我们坚持着要崇拜我们 

的神岚，那么，他几乎使我们偏离他们了。”他们看见刑罚的时 

其神灵者，你能做他的监护者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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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九 准则章 

只象牲畜一样t他们甚至是更迷误的。〔45〕难道你没有看见 

你的主怎样伸展阴影吗？假若他总欲，他必定使阴影成为静 

止的。我以太阳为其标志，U6〕然后我逐渐地收回阴影。〔47〕 

供我所创造的牲畜和人们做饮料。〔50〕我确已把雨水分配在 

他们之间，以便他们记忆。但他们大半只愿忘恩负义。〔5J〕 

不要顺从不信道者，你应当借此《古兰经》而与他们努力奋 

斗。S〔53〕他就是任两海自山交流的，这是很甜的淡水，那 

用精水创造人，使人成为血族和姻亲的。你的主是全能的5 

〔55〕他们舍安拉而崇拜那些对他们既无福又无祸的东西，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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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"h/ij 准则章 

超绝万物。他足以彻知自己仆民们的罪过0〔59]他在六R内创 

造天地万物，然后升h宝座，他是至仁的主5你应当以他请教精 

那使他们更加反感。*〔61〕圣洁哉安拉！他把许多官造在天上， 

使昼夜更迭的。[63〕至彳:主的仆人是在大地上谦逊而行的； 2 

愚人以恶言伤害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说:“祝你们平安，〔64〕他 

们为自己的主而通宵叩头和立站;[65〕他们常说：“我们的主 

啊！求你为我们避幵火狱的刑罚□火狱的刑罚确是令人非常痛苦 

的，[66〕确是恶劣的住处和居所，〔67〕他们用钱的时候，既 

不挥®，又不吝啬，谨守中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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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则章 

令而杀人，除非由于偿命；他们也不通奸。谁犯此类〔罪恶〕, 

谁遭惩罚；〔69〕复活日要受加倍的刑罚，而受辱地永居其中 

〔70〕惟悔过而且信道并行善功荞，安拉将勾销其罪行，而录取 

其善功安拉是至赦的f是M慈的。〔71〕悔过而且行善者，确 

已转向安拉。〔72〕他们不做假见证，他们听到恶言的时候谦 

逊地走开。〔73〕有人以他们的主的迹象劝戒他们的时候，听讲 

者并不装聋作瞎地在打鼾。74〕他们说;“我们的主啊！求你 

以我们的妻子儿女为我fU的安慰，求你以我们为敬畏者的典 

〔75〕这等人能坚忍，因此将受高级的报酬，他们在乐网 

里，将听见祝奇和祝安^〔76〕他们将永居其中^乐园是优美 

关切你们，但你们既巳否认真理，你们将來要受无法解脱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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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枝 众诗人章 

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二二七节 

〔1〕塔辛，米目，〔2〕这呰是明白的经典中的节文。〔3〕 

天上降示他们一个迹象，他们就为它而俯首貼耳。〔5〕每逢 

有新的记念从至仁主降示他们，他们都背弃它。〔6〕他们确巳 

否认真理，他们所嘲笑的事的结局，将降临他们^7〕难道他 

们没有观察大地吗？我使各种优良的植物在大地上繁衍/ 8〕 

此中确有一个迹象，但他们大半是不信道的。〔 9〕你的主确是万 

那不义的民众“11〕即法老的民众。他们怎么不敬畏安拉呢?”〔12〕 

他说:“我的主啊！我的确怕他们否认我，〔13〕我又心胸烦闷我 

又是说话不流利，所以求你派遣哈伦〔一道去〕eC14〕他们曾加 

迹象去吧！我确是与你们在一起倾听〔你们辩论〕的/16〕你俩 

到法老那里£说：‘我们确是众世界的主的使者，〔17〕请你释放 

以色列的后裔，让我俩带他们去〔18〕法老说s “难道我们没 

有在我们的家中把你自幼抚养成人，而且你在我们家中逗留 

过许多年吗？ C19〕你曾干了你所干的那件事，你是忘恩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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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众诗人章 

〔20〕他说：“当口，我不懂事地干了那件事。〔21〕我就畏惧你 

们，而逃避你们，随后，我的主把智慧赏赐我，并且派我为使者， 

〔22〕你责备我忘恩，你所谓的恩是你曾奴役以色列的后裔 

〔23〕法老说:“众世界的主是什么〔24〕他说:“他是天地万物 

怎么不倾听呢? ”〔26〕他说，〔他是〕你们的主，也是你们祖先的 

主。”〔27〕法老说广奉命来教化你们的这位使者，确是一个疯 

C28〕他说，(:他是〕东方和西方f以及介乎东西方之间的 

主，如果你们能了解，〔29〕法老说;“如果你舍我而敬事别的 

神灵，我誓必使你变成一个凶犯，〔30〕他说：“要是我昭示你 

个明证呢?”〔31〕法老说：“如果你是说实话的f你就昭示一 

个明证吧!”〔32〕他就扔下他的手杖，那条手杖忽然变成一条 

蟒；〔33〕他把他的丁抽出來，那只手在观众的眼前忽然显得白 

亮焭的。〔34〕法老对他左右的贵族们说：“这确是一个卨明的 

议呢?”〔36〕他们说：“请你宽限他和他飪哥，并派征募员到各 

〔38〕一般术士们在指定的日期，依指定的时间被集合起來D 

〔39〕有人对民众说:‘‘你们集合起来了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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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众诗人章 

〔40〕如果术士们得胜，我们或许顺从他们，〔41〕术士们到来 

的时候，他们对法老说：“如果我们得胜，我们必受报酬吗?” 

〔42〕他说，是的，在那时，你们必蒙宠幸。”〔43〕穆萨对他们说= 

你们叶以抛下你们所要抛的东西，〔44〕他们就拋下了他们的 

绳和杖，他们说：“指法老的权力发誓，我们必然得胜。”〔45〕穆 

〔46〕术士们就拜倒下去。〔47〕他们说;“我们已信仰众世界的主 

你们就信仰他了吗？他必是你们的头目，他传授你们的魔术， 

你们不久就知道，我必交互着砍你们的手和脚，我必将你们全 

体钉在十字架上，〔50〕他们说，那也没什么，我们将归于我们 

的主。〔51〕我们的确渴望我们的主赦宥我们的过失，因为我们 

是首先归信的。1〔52〕我曾启东穆萨〔说〕，你在夜间率领我的 

众仆而旅行，你们确是被追赶的。”〔53〕法老派遣征募若到各城 

市去。〔54〕他说：“这些人确是一小振人。〔55〕他们确是激怒 

了我，〔56〕我们确是谨慎的团体，〔57〕我就使他们离开许多园 

圃和源泉，〔58〕财宝和高贵的件:所&〔59〕〔事情〕足象那样的。我 

使以色列的后裔继承它^〔60〕敌人在日出时赶上他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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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侦 众诗人章 

〔61〕2两军相望的时候，穆萨的同伙们说：“我们势必要被敌 

人追上，〔62〕他说：“决不会的！我的主同我在一起，他将引 

导我〔63〕我启示穆萨说：“你应当用你的手杖击海，海就裂 

们〕。〔65〕我拯救穆萨和他的全体伙伴。〔66〕然后，淹死了其 

〔68〕你的主确足力能的，确是至慈的。〔69〕你应当对他们宣 

读易卜拉欣的故事。C70〕^H_他对他的父亲和宗族说：“你 

们崇拜什么?”〔71〕他们说：“我们崇拜偶像，我们一直是虔 

诚的。”〔72〕他说：“你们祈祷的时候，他们能听见吗？〔73〕他 

们能降楠于你们或降祸于你们吗?”〔74〕他们说：“不然，我们 

曾发现我们的祖先是那样做的。”〔75〕他说；“你们告诉我吧 

你们所崇拜的是什么？〔76〕你们最古的祖先所崇拜的是什么 

病时，是他使我痊愈的。〔81〕他将使我死，然后使我复活。〔82] 

我希望他在报应日赦宥我的过失。〔83〕主啊！求你赐我智慧 

求你使我进入善人的行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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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他 众诗人章 

的继承者。〔86〕求你赦宥我的父亲，他确是迷误的a〔87〕求你 

不要凌辱我,在他们被复活之日，〔88〕即财产和子孙都无裨益 

之H^C89〕惟带着一颗纯洁的心来见安拉者，〔得其裨益〕。〔90〕 

乐园将被带到敬畏者的附近。〔91〕火狱将被陈列在邪恶者的面 

前^〔92〕将要向他们说:“你们以前舍安拉而崇拜的,如今在哪 

里呢？〔93〕他们能助你们呢?还是他们能自助呢？〔94〕将被投 

入火狱屮的，是他们和迷误者，〔95〕以及易卜劣厮的一些部队 

”〔96〕他们在火狱中争辩着说:〔97〕“指安拉发哲f以前，我们 

确实在明显的迷误中。〔98〕当曰，我们使你们与众世界的主同 

受崇拜,惟有犯罪者使我们迷误，〔〗00〕所以我们绝没有说 

们将要变成信道者/〔103〕此中确有一个迹象，但他们大半不 

是信道的^〔104〕你的主确是万能的，确是至慈的。〔105〕努哈 

的宗族曾否认使〔106〕当时，他们的弟兄努哈对他们说:“你 

们怎么不敬畏安拉呢？〔107〕我对于你们确是一个忠实的使者。 

〔108〕故你们应当敬畏安拉，应当服从我B〔109〕我不为传达使 

命而向你们索取任何报酬；我的报酬，只由众世界的主负担0 

〔110〕故你们应当敬畏安拉，应当服从我/1〔】】1〕他们说; 

些最卑贱的人追随你，我们怎能信仰你呢?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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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众诗人章 

ui2〕他说:“我不知道他们做r什么事。ai3)我的主负责清 

算他们，假若你们知道〔114〕我绝不能驱逐信士，〔115〕我只 

是一个直率的警告者〔116〕他们说；“努哈啊！如m你不停止. 

〔宣传〕，你就必遭辱骂。”〔117D他说;“我的主P阿！我的宗族的确 

与我同在一起的信土们，〔i〗9〕我就拯救了他，以及在满载的 

船中与他共济的人a〔120〕随后我溺杀了其余的人。〔121〕此中 

确有一个迹象，但他们大半不信道。〔122〕你的主，确是万能的 

确是至慈的。〔123〕阿德人曾否认使者。〔124〕当时，他们的弟 

兄呼德曾对他们说:“你们怎么不敬畏呢？〔125〕我对子你们，确 

是一个忠实的使者u〔126〕故你们应当敬艮安拉，应当服从我 

〔127〕我不为传达使命而向你们索取任何报酬;我的报酬，只由 

[130]你们惩治[他们〕的时候，你们是很残酷的。[131] 

你们应当敬畏安拉,应当服从我。〔132〕你们应当敬畏主，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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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+/U 众诗人章 

〔137〕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。〔〗38〕我们决不会受惩罚的。 

〔139〕他们否认他，我就毁灭f他们。此中的确有一个迹象，但他 

们大半不是信道的u〔140〕你的主确是万能的，确是至慈的 

〔111〕赛莫德人咎否认使若们，〔142〕^ 11 ^他们的弟兄撒立哈 

曾对他们说，你们怎么不敬畏呢？ C143〕我对于你们确是一个 

界的主负担。〔146〕难道竞ih你们安心地在这环境中么？〔147〕 

应当服从我。〔151〕你们不要服从过分荇的命令，〔152〕他们在 

地方上伤风败俗，而不移风易俗，〔153〕他们说：“你只是一个 

个迹象，如果你是诚实的，〔155〕他说：“这是一只母驼，它应 

得一部分饮水，你们应得某定B的一部分饮水。〔156]你们不 

可伤害它，否则，将遭受重大日的惩罚，〔157〕但他们宰『它 

随后，他们深觉悔恨，〔158〕但他们还是受了惩罚。此中确有 

个迹象，但他们大半是不信道的。G59]你的主f确是万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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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众诗人章 

C160]魯特的宗族f曾否认使者。〔161〕当n，他们的弟兄魯特曾 

对他们说:“你们怎么不敬畏呢？〔162〕我对于你们确是一个忠 

实的使#。〔163〕战你们应当敬艮安拉，应当服从我。〔164〕我 

的牛:负担，〔165〕你们怎么要与众人中的男性交接，〔166〕而舍 

众/〔167〕他们说：“魯特啊！如果你不停止，你必遭放逐 

〔168〕他说：“我的确痛恨你们的行为3〔169〕我的主啊【求你拯 

救我和我的家属，使我们脱离他们的行为/〔170〕我就扬救了 

他和他的全家。〔171〕只有一个老妇人除外，她属于留下的 

人。〔172〕然后，我毁灭了其余的人D〔】73〕我降雨去伤他们，被 

警告者所逍的雨灾*真恶劣！〔】74〕在此中确有一个迹象,f曰他 

们大半不是信道的。〔175〕你的主确是万能的r确是至慈的。 

〔176〕丛林的居民，曾否认使者。〔177〕当日，舒阿卜曾对他们 

说：“你们怎么不敬畏呢？〔178〕我对于你们确是一个忠实的 

使者。〔179〕故你们应j敬畏安拉，应当服从我我不为 

负担。？〔181〕你们应当用足量的升斗，不要克扣〔182〕你们 

374 



^^Mdj 

15^級“' ofuj^iaij^ 

托$彙6^(名㈣爲 

L^^06^N ^ ®92^sb^ 

多^參 A j 
5j^|^ 

物念^^依從4^如# 

4购％6」J1^紗 
⑧^翕;^^!5 4 

rvo 



卷十九 众诗人章 

aw〕你们应3敬畏真主，他创造你们和古老的世代/〔〗85〕 

他们说；“你只是一个被蛊惑的人，〔186〕你只是一个象我们 

样的凡人。我们的确认为你是一个说谎的。〔187〕你使天 

块块地落在我们的头卜_吧，如果你是诚实的，〔188〕他说 

我的主是最知道你们的行为的，〔189〕他们否认他，-他们就 

遭受阴影之日的刑罚。那确是审:大日的刑罚B U90〕此中确有 

个迹象，但他们大半是不信道的。〔19〗〕你的主确是万能的， 

确是至慈的。〔192〕这《占兰经》确是众世界的主所启示的“193〕 

那忠实的精神把它降在你的心上，(194)以便你警告众人， 

〔195〕以明的阿拉伯语.(196)它确是占经典中被提 

到过的。〔197)以色列后裔中的学者们知道它，这难道还 

不可以做他们的一个迹象吗？ U98)假若我把它降示给 

一个非阿拉伯人，(199)而那个人对他们宣读它，那末， 

他们绝小会信仰它。〔200)我这样使犯罪的人常怀否认的 

意念。(201)他们不信仰它，直到他们看见痛苦的刑罚。 

(202)那种刑罚将在他们不知不觉的时候，忽然降临他 

们,(203)他们将说:“我们将蒙宽限吗？” (204)难道 

他们要求我的刑罚早U实现吗？ 〔205〕你告诉我把，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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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诗人章 

呢？〔加8〕我不毁灭任何城市，除非那城市里已有过若干膂告 

者，〔209〕去教诲其中的居民；我不是不义的，〔210〕恶魔们没 

冇带着它降C211〕那对于他们既不是适宜的，也不是他们 

所能的^〔2〗2〕他们确足被驱逐而不得Kj闻的Q (2133除安拉 

外，你不要祈祷別的神灵，以免你遭受刑罚。〔214〕你应当警 

告你的亲戚^〔215〕你对于跟随你的那些信士,应当加以慈爱 

〔216〕如果你的亲戚违抗你，你应当说：“我对于你们的行为确 

是无干的。”〔217〕你应当信赖万能的至慈的主6〔218〕你起立 

的时候，他看见你，〔219〕而且看见你率众礼拜的种种动作。 

〔220〕他确是全聪的，确是全知的a〔221〕我告诉你们，恶魔们 

〔223〕他们侧耳而听，他们大半是说谎的。〔224〕诗人们被迷 

误者所跟随。C225〕你不知道吗？他们在各山谷屮徬彳I〔226〕 

拉，而凡在被欺压之后从事自卫的人除外，不义者，将来就 

知道他们获得什么归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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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九 蚂蚁章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九三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n〕塔，辛。这些是《古兰经》——判别真伪的经典 

——的节文，〔2〕是信者的向导和佳咅。〔3〕信道者谨守拜 

功，完纳天课，笃信后世。〔4〕不信后世者，我确已为他们而装 

饰了他们的行为，故他们是徘徊歧途的。〔5〕这等人是应受 

〔6〕你确巳奉到从至睿全 o 

成草一个火把来给你们烤火，！： 8〕他到了那个火的附近，就 

有声音喊叫他说:“在火的附近和四周的人，都蒙福祐。赞颂 

安拉——众世界的主，超绝万物。C 9〕穆萨啊！我确是安拉 

那条手杖蜿蜒如蛇a夂就转脸逃避，不敢回顾。“穆萨啊！不 

要畏惧，使者们在我这里，确是不畏惧的。〔11〕既行不义，然 

&改过从善者除外，我〔对于他〕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。〔12〕 

你把手插入你的怀中，然后，抽出来它将白亮亮的，确无恶疾。 

这是派你去昭示法老和他的良姓的九种迹象之一。他们确是 

有罪的民众。”〔13〕我的许多明显迹象降临他们的时候，他们 

说：‘‘这是明显的魔术。 

377 



逾②^这派 
6i?j|^ 'i;^8 ^ilil ^ lij 

私戚、;站巧满 
③心lif 切、joS 

C^lr^zi 通 ^J^A 
^j,i\P6lf^㈣ 

S^\&3勾5岛麥 
^l^P ilJ^ 1^4^ 

泌』^U3^(p 
赵’翊' 1#鱗总韵❷5yj^ 

泌5^j4i 

rvA 



卷十九 蚂蚁章 

〔14〕他们内心承认那鸣迹象，但他们为不义和傲慢而否认它& 

你看作恶者的结局是怎样的！ U5〕我确已把学问赏赐达 

超越他的许多信道的仆人〔]6〕素莱曼继承达五德；他说: 

确是明显的恩惠&”(；1门素莱曼的太军——由褚灵、人类、鸟类 

组成的——被召集到他面前，他们是部署整齐的。〔18〕等到 

他们来到了蚁谷的时候，一个母蚁说:“蚂蚁们啊！快进自己的 

莱曼为它的话而诧异地微笑了，他说:“我的t啊！求你后示我 

使我常常感谢你所赐我和我的父母的恩惠，并使我常常作你 

例。”〔20〕他曾检阅众鸟，他说：“我怎么不见戴胜呢？它缺席 

的奉，我从赛白邑带来了一个确实的消息给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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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九 蚂蚁章 

〔23〕我确C发现一个妇人，统治一族人，她获得万物的享受 

她有一个庞大的宝座a〔2«我发现她和她的臣民都舍安拉而 

示天地奥秘，而且深知你们所隐讳和表白的主。〔26〕安拉，除 

他外,绝无应受崇拜者，他是伟大的宝座的主〔27〕他说 

信带去投给他们，然后f离开他们，你试看他们如何答复^ 

〔29〕她说:“臣仆们啊！我接到一封贵屯的倍。〔30〕这封佶确是 

〔31〕你们不要对我傲慢无礼，你们应当来归顺我。’ ”〔32〕她说 

臣仆们啊！关于我的事，望你们出个意见。我从来不决定任 

何一件事，直到你们在我面前。”〔33〕他们说:“我们既冇武力, 

义有勇气。我们对你唯命是从，谓你想一想，你要我们做什 

么/’〔34〕她说；“国王们每攻入一个城币，必破坏其中的建设 

我必定要派人送礼物去给他们，然后，等待着看使臣带回什么 

消息来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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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"h/u 蚂蚁章 

C36〕当使者到了素莱曼的面前的时候，他说:“你们怎么以财产 

你们的礼物而泎洋得〔37〕你转回去吧T我必定统率他们无 

法抵抗的军队去讨伐他们，我必定把他们卑贱地逐出境外，使 

他们成为受凌辱的/’〔38〕他说:“臣仆们啊!在他们来归顺我之 

前，你们中有谁能把她的宝座拿来给我呢?”〔39〕一个强梁的 

精灵说:“在你离席之前，我把它拿来给你。我对于这件事，确是 

说:“这是我的主的恩惠之一t他欲以此试验我,看我是感谢者 

还是孤负者a感谢者，只为Q己的利益而感谢；孤负者〔须知〕 

我的主确是无求的、确是尊荣的/C41〕他说;“你们把她的宝座 

改装一下^以便我们看她能否认A肖己的宝座，〔42〕当她来到 

的时候，有人说:“你的宝座象这样吗?”她说，这好象是我的宝 

座/在她之前，我们巳获得知识，我们已是归顺的乂43〕她舍真 

主而崇拜的，妨碍她，她本是属于不信道的民众。〔44〕有人对 

她说:“你逬那座宫殿去吧！ ”当她看见那座宮殿的时候，她以为 

宫殿里是一片汪洋，〔就提起衣裳〕露出她的两条小腿。他说: 

“这确是用玻璃造成的光滑的宫殿她说:“我的主啊！我确是 

自欺的，我〔现在〕跟着素莱曼归顺安拉——全世界的主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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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九 蚂蚁章 

(:说〕，你们应2崇拜安拉：他们立刻讣为两派，互相争论&〔扣〕 

呢？你们怎么不向安拉求饶*以便你们蒙主的怜悯呢？”〔47〕他 

们说:“我们为你和你的信徒而遭厄运。”他说;“你们的厄运是 

安拉注定的，不然，你们是要受考验的，〔48〕当日，城里W九伙 

人，在地方上伤风败俗，而不移K易俗，〔49〕他们说3 “你们指安 

然后，我们必对他的主说=‘他的信徒遇寅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在 

场，我们确是诚实的人^■”〔so〕他们曾用一个m某，我也曾用一 

的。〔结果〕是我把他们和他们的宗族，全体毁灭了〆52〕那 

些是他们的房屋，因他们的不义而变为坍塌的。对于冇知识的 

ffL〔54〕C我曾派遣〕鲁特T当日，他对他的宗族说：“你们怎么 

明目张胆地干丑事呢？ 〔55〕你们务必要舍女人而以男人满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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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十 蚂蚁章 

f〔56〕他们说:卩你们把鲁特的信徒逐出城外，因为他们是 

纯洁的民众，”这是他们唯一的答复。〔57〕我就杨救/他和他 

的佶徒，他的妻T除外，我已预定她和其余的人同受刑罚八58〕 

我曾降大雨去伤他们。曾受警告赤所遭的雨真恶劣！ 〔59〕你 

切赞颂，全归安祝他所选的众仆T安。”究竟是安 

而你们不能使园圃屮的树木生长。除安拉外，难道还冇应受 

导你们，在降其恩惠之前，使风为传佳备者呢？除安拉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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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蚂蚁章 

给养者呢？除安拉外，准道述冇应受崇拜的吗？你说:“你们 

兌你们的证据来吧，如果你们是诚实的。”〔65〕你说，“除安 

拉外，在天地间的，不知幽玄，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复活，〔66〕 

世是怀疑的。不然，他们对于后世是盲目的，〔67〕不信道的 

人说：“难道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在变成尘土后还耍被S活吗 

实现的，或许有一部分是临近你们的，〔73〕你的主对于世人 

确是有大恩的，但他们大1f-是不感谢的。〔74]你的t_T的确知 

道他们的胸中隐匿的和他们所表白的。〔75]天I-地下，没有一 

件隐微的事物，不被记录在一本明白的夭经中。〔76〕这部《古 

的确把以色列的后裔所争论的大部分的事理告诉他们 、1经》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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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十 蚂蚁章 

必为他们依照他的决定而敍判。他确是万能的，确是全知的。 

〔79〕你应当信赖安拉，你确是据有明白的真理的。〔80〕你必定 

不能使死人听C你讲道〕&你必定不能使退避的聋< 

〔81〕你绝不能引导瞎子离开迷误。你只能使信我的迹象的人 

听你〔讲道〕，他们因而诚意信道。^ C82〕当预言对他们实现的 

不信我的迹象。〔83〕在那U，我将从每个民族中，集合一群不信 

我的迹象的人，而他们是被排列得锫整齐齐的乂84〕等到他们來 

到〔安拉〕那里的时候，他说，你们没苻彻底知道我的迹象就 

加以否认吗？你们究竞做了什么呢?”〔85〕预言将对他们的不 

义向对他们实现,所以他们哑口无言。〔86〕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

信道的民众其中确苻许多迹象。〔8?〕在那日，将吹号角，除安 

拉所意欲的外,凡在天上地下的都要恐怖，个个都要卑贱地来 

到安拉那电。〔88〕你见群山而以为都是固定的，其实群山都象 

行云样逝去a那是精制万物的安拉的化工，他确是彻知你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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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章 

〔89〕行善的人将获得更佳的报酬，在那日，他们将免于恐怖。 

报酬。”_〔91〕〔你说〕，我只奉命崇拜这城市的主,他曾以这城 

市为禁地。万物都是他所有的。我亦奉命做一个归顺的人 

〔92〕并宣读《古兰经》谁遵循止:道*谁自受其益> 谁误入歧 

途，你对谁说..“我只是一个警告者。”〔93〕你说: 切赞颂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八八节1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塔，辛，米目。 〔2〕这些是明A的经典的节文 

C 3〕我本着真理，为信道的民众而对你叙述穆萨和法老的事 

迹。〔4〕法老确已在国中傲慢，他把国民分成许多宗派，而 

欺负其中的一派人；屠杀他们的男孩，保全他们的女孩^他确 

是伤风败俗的。〔5〕我要把恩典赏赐给大地上受欺负的人 

我要以他们为表率，我要以他们为继承者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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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十 故事章 

〔6〕我要使他们在大地t得势*我要昭示法老、哈曼和他们 

俩的军队，对于这些被欺负者所提防的事。〔7〕我曾启示穆 

萨的母亲〔说〕：“你应当哺乳他，当你怕他受害的时候，你把他 

投在河里，你不要畏惧，不要忧愁，我必定要把他送还你，我必 

定要任命他为使者〔8〕法老的侍从曾拾取了他，以致他成 

为他们的敌人和忧患。法老、哈曼和他俩的军队,确是错误的。 

〔 9〕法老的妻子说；“〔这〕是我和你的慰藉。你们不要杀他 

也许他有利于我们，或者我们把他收为义子。”〔他们听从她的 

不是我使她安下心来，以使她成为信道的人，她几乎暴露真情 

了。〔11〕她对他的姐姐说；“你追卷他去吧。”她就远远地窥 

测他，他们毫不知觉〔12〕以前，我禁止他吃任何人的奶，他 

的姐姐就说：“我介绍你们一家人，替你们养育他，他们是忠于 

藉_不再忧愁，而a知道安拉的应许是真实的，但他们大半不 

知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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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十 故事章 

〔14〕当他体格强壮t智力健全的时候，我赏赐他智B和学识。 

我要这样报酬善人。Q5〕乘城里的人疏忽的时候,他走进城来 

并在城里发现了两个人正在争斗，这个是属于他的宗族，那个 

萨就把那敌人一拳打死。他说：“这是由丁-恶魔的诱惑，恶魔 

确是迷人的明敌，〔16〕他说E “我的主啊！我确已自欺了，求 

你饶恕我吧。”安拉就饶恕了他，他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 

〔17〕他说：“我的主啊！我借你所賜我的恩典而求你保祐我 

你只想做这地方的铋虐者，却不想做调解希。”〔20〕有一个人 

从城的极远处忙来说：“穆萨啊！臣仆们的确正在商议要杀 

你，你快出走吧。我确是忠于你的，C2]〕他就从城里战战兢 

兢地逃出来了，他说：“我的主啊！求你使我脱离不义的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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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十 故事章 

群。他说:“你们俩为什么这样呢，她俩说：“我们要到牧人们 

使他们的节离开泉水，才得饮我们的羊。我们的父亲足一位龙 

钟的老人，〔24〕他就替她俩饮羊，然后退到树阔下，他说:“我 

的芏啊！我确需求你所降给我的任何楠利的。”〔25〕那两个女 

〔26〕那两个女子中的一个说:“我的父亲啊!请你雇用他3 

这两个女儿中的一个嫁给你，但你必须替我做八年工。如果 

你做满卜年，那是你自愿的，我不M苛求于你。如果安拉总 

欲，你将发现我是一个善人，〔28〕他说；“这是我4你所订的 

合我无沦做满那一个期限对于我都不可有过分的要求^安 

拉是监察我们的约言的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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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十 故事章 

S〔29〕当穆萨已做满期限，而带着他的家属旅行的时候，他看 

下，我确已看见一处火光，也许我从火光的那里带一个消息来 

萨啊！我确是安拉——众世界的主，C31〕你抛F你的手杖吧。 

他看见那条手杖蜿蜒如蛇，就转脸退避，不敢转回去.“穆萨 

你走向前来，不要畏惧，你确是安全的，〔32〕你把你的插入 

怀中，它将d亮壳地抽出来，却无恶疾.你为恐怖而把你的 

证据，他们确是放荡的民众，〔33〕他说:“我的主啊I我确已 

杀过他们屮的一个人，所以我怕他们杀我〆34〕我的哥哥哈伦， 

口才比我好，求你派他R我去，做我的助手，证实我的使命 

我的确怕他们否认我。”〔35〕安拉说：“我将以你的哥哥助你 

臂之力，我要给你们俩一种权力，所以他们不能伤害你们俩。 

你们俩和顺从你们俩的，将借我的迹象而为胜利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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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十 故事章 

〔36〕当穆萨已带着我的许多明显的迹象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 

他们说=“这个只是捏造的魔术，我们没有听见在我们的祖先 

他那里降临的正道，谁得享受后世的善果。不义的人必定不 

会成功。”〔38〕法老说;“臣仆们啊！我不知道除我外还有别的 

〔39〕 

他和他的军队，在国中妄自尊大，他们猜想自己不被召归于我。 

者的结局是怎样的。〔41〕我以他们为召人千火狱的罪魁，复 

活日，他们将不获援助，〔42〕在今世我使诅骂追随他们i复活 

日，他们的面H将变成丑恶的。〔43〕在毁灭远古的各世代之 

以便他们id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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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十 故事章 

长的岁月。你没有居住在麦德彦人之间，对他们宣读我的迹 

象，但我是派遺使者的。〔46〕当我召唤C穆萨〕的时候，你没 

没有任何替告者曾降临他们的那些民众，以便他们记念。〔47〕 

若不是他们将为自己犯罪而遭殃，并且说：“我们的主啊f你 

怎么不派一个使者来教化我们，使我们遵守你的迹象，而为信 

士呢？•■■…”U8〕当我所启示的真理降临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说: 

的魔术，他们曾说;“我们必定_槪都不信，U9〕你说:“如果 

你们是诚实的人，那末，你们章一部经典来，只要是安拉所启 

示的，并且是比这两部经典更能引导人类的，我就遵守它。 

〔50〕如果他们不答应你，那末，你应当知道他们只是顺从自己 

他更迷误呢？安拉必定不引导不义的民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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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十 故事章 

曾蒙我赏賜天经的人，是确信这真言的。〔53〕当有人对他们宣 

主降示的，在降示它之前，我们确是归顺的〔54〕这等人，因 

能坚忍，a能以德报怨，并分舍我所賜予他们的，故得加倍的报 

酬。〔55〕当他们听到恶言的时候，立即退避，他们说：“我们有 

的友谊。”〔56〕你必定不能使你所喜爱的人遵循正道，安拉却能 

使他所意欲的人遵循正道，他知道谁是遵循正道者。〔57〕他们 

说：“如果我们与你共同遵守正道，我们将被驱逐出境，难道 

〔58〕 

这些是他们的居住地，从他们灭亡之后，除很少的时间外，无 

人居住5我是他们的继承者s C59〕你的主，不会毁灭各城市 

象。我不会毁灭备城市，除非城市里的尻民多行不义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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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故事章 

〔60〕你们所受赐的，无论什么，都是今世生活的给养和装饰，在 

安拉那里的〔报酬〕是更优良的，是更长久的。难道你们不理解 

吗？〔61〕得到我的美好的应许，而将获得实惠的人，与在今 

在那日，安拉将召唤他们说：“你们所妄称我的伙伴者，如今在 

那里呢?”〔63〕受判决的人们说:“我们的主啊!我们曾使这搜 

我们向你声明：我们与他们无干，他们没有崇I?我们/〔64〕将有 

声音召唤他们说，你们把你们的配主召唤来吧！ ”他们就召唤他 

是遵循正道的。〔65〕在那日，安拉将召唤他们说:“你们所用以 

答复使者们的是什么呢? ”〔66〕在那日，一切n供将对他们变成 

暧昧的，所以他们不相询问。〔67〕至于悔罪、信道和行善的人， 

或许是成功的。〔68〕你的主，创造他所总欲的，选择他所意欲 

的，他们没冇选择的权利。赞颂安拉，超绝万物，他超f他们 

所用来配他的。〔69〕你的主知道他们的胸中所隐藏的和他们 

C的口头〕所衮d的a〔70〕他是安拉，除他外，绝无应受崇拜的 

今世后世的赞颂全归他，判决只由他作出。你们只被召归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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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章 

〔71〕你说；“你们告诉我吧！如果安拉使黑夜为你们延丧到复 

活日，那末，除安拉外，哪一个神灵能把光明带来给你们呢? 

难道你们不会听话吗？”〔72〕你说：“你们告诉我吧！如果安 

能把黑夜带来给你们，以便你们安息呢？难道你们不会观察 

黑夜安息，而在tl昼寻求他的恩惠，以便你们感谢。〔74〕在那 

日，他将召唤他们说，‘你们所妄称为我的伙伴的，如今在那 

里呢?”〔75〕我将从每一个民族中选拔一个证人，并且说；“你 

们把你们的证据拿来吧!”他们才知道真理是安拉的，他们生 

确是不爱狂喜#。〔77〕你应当借安拉赏赐你的财富而营谋后 

世的住宅，你不要忘却你在今世的定分0你当以善待人，象安 

394 



0^4必 

Lbr^J 4^ 

b: ^>d> © yC^JlLj ''ij lili^ 

㊣ 。1^=9 G 4、 

4趨0说游於e 



紅十 故事章 

〔78〕他说：“我获得这项财富，只是因为我有特殊的知识罢 

了，难道他不知道吗？在他之前，安拧所毁灭的各世代的恶 

人，冇比他能力更强、积蓄更多的。犯罪的人，是不必加以审问 

活的人说:“但愿我们获得戈伦所获得的〔财富〕，他确是有大 

福分的，C80〕有学识的人说：“伤哉你们！安拉的报酬，对 

T信道而旦行善的人，是更好的，只有坚忍的人得享受那种 

报酬。”〔81〕我使他和他的房屋沦陷在地面下，他没有党羽协 

助他抵抗安拉，他也不能自卫。〔82〕昨天羡慕戈伦的境遇的人 

说:“你不见吗？安拉要使哪个仆人的给养宽裕，就使他宽裕; 

的人，是不会成功的，〔83〕这是后世的住宅，我要用来报答 

那不愿傲慢也不愿堕落的人.善果只归敬畏的人。〔84〕行善 

的人将得更好的报酬，作恶的人，只受作恶事的报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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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十 故事章 

〔85〕把《古兰经》降示给你的，必使你复返故乡。你说：“我的 

主知道谁是昭示正道的，谁是在明显的迷误屮的。” CS6〕你并 

未希望安拉把这部经典赏赐你，但那是山于你的主的恩惠。你 

绝不要做不信道奔的助手。〔87〕安拉的迹象降示你之后，你 

绝不要任他们妨碍你宣扬那些迹象。你应当召人来归顺你 

的任何神灵，除他外，绝无应受崇拜的。除永活的卞，外，万物 

第二九章 
这窣是麦加的f全章共计六九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C1〕艾列弗，俩0，米〔 2〕众人以为他们得自由地说 

我们已信道了”而不受考验吗？ 〔3〕我确已考验在他们之前 

〔4〕难 

道做恶的人以为他们能逃出我的法网吗？他们的判定真恶劣 

〔5〕凡希望会见安拉者，谁都应当知道安拉的限期是必定降 

临的，安拉确是全聪的，确是全知的a 〔6〕凡奋斗者，都只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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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十 蜘蛛章 

的行为的最优的报酬赏赐他们。〔8〕我曾命人孝敬父母；如 

m,你们要归于我，我要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。〔9〕信道而 

的迫害2做安拉的刑罚。如果援助从你们的主降临，他们必 

定说 

〔12〕不信道的人对信道的人说：“你们遵守我们的教道吧！让 

我们担负你们的罪过其实> 他们绝不能担负他们的一点罪 

过，他们确是说谎的。〔〗3〕他们必定担负己的重担，冉加上 

我确Li派努哈去教化他的宗族，他在他们之间，逗酎了九百五 

十年，洪水就袭击了他们，因为他们是不义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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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蜘蛛章 

〔15〕我拯救了他和与他同船的人，我以那为全世界的一个迹 

象。〔16〕〔我确巳派逍〕易卜拉欣，当日，他对他的宗族说：“你 

们应当崇拜安拧，并:敬畏他，这对于你们是更好的。如果你 

使他们复活吗?这对于安拉是容易的，〔20〕你说，你们应当 

在大地上旅行，闪而观察安拉怎柞创造众生，又怎样再造他 

们。安拉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& 〔21〕他惩罚他所意欲者，怜 

恤他所意欲者，你们只被召归丁-他。〔22〕你们无论在地上或 

天上，都不能逃避天谴，除安拉外，你们没有任何监护者，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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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十 脚蛛章 

〔24〕他的宗族说：“你们杀死他，或烧死他吧！”这是他们唯一 

许多迹象。〔2幻他说:“你们舍安拉而以偶像为神灵，只为 

相诅咒，你们的归宿是火狱，你们绝没有援助者，f〔26〕鲁特 

就为他而信道。易卜拉欣说:“我必定迁移到我的主那里去，他 

他，在后世必在善人之列。〔28〕〔我曾派遣〕魯特，当日，他对他 

果你是诚实的人，这是他们唯一的答复。〔3W他说：“我的主 

399 



廳1 

J ， 

>^P 決y 幽 14^13^ 

U^i© 1/^)5 

K ^ ^ <T 1 〆〆， 
^VjM} 2jr6^\^^5 SM\)\3j 

二匕 1^131^=^ ^3% 

ou^ ;_#!M 

>^==J ^LJ^ jJhj\\^^j ^1^5© 

o5 



蜘蛛章 

〔31〕当我的使者带着佳音来访易卜拉欣的时候t他们说：“我 

们必定毁灭这个城市的居民g这个城市的居民，确是不义的。” 

〔32〕他说：“鲁特的确在这个城市里他们说：“我们知道在这 

她是和其余的人同受刑罚的，〔33〕当我的使者来访鲁特的时 

候，他为他们而忧愁,他无法保护他们&他们说:“你不耍害怕 

不要忧愁，我们必定拯救你和你的信徒，你的妻子除外，她是 

和其余的人同受刑罚的。”〔34〕我必使天灾从天空降于这个城 

市的居民，那是由于他们的放荡。〔35〕我确已为能了解的民 

众而将这个城市的遗址留着做一个明显的迹象Q〔36〕〔我筲派 

遣〕舒阿卜去教化麦德彦人，他就说：“我的宗族啊！你们应当 

崇拜安拉，应当畏惧末日，不要在地方上为非做歹，摆弄是 

非，C37〕但他们否认他，地震就袭击了他们D顷刻之间，他 

人，你们从他们居住的地方，确已明白他们被毁灭的情形a恶 

魔以他们的行为，迷惑他们而阻碍他们遵循正道，他们原來是 

能思惟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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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十 蜘蛛章 

C39〕〔我曾毁灭〕戈伦、法老和哈曼。穆萨曾昭示他们许多明 

证，但他们在地方上自大，他们未能逃避天谴。〔40〕每一个人 

有被我溺杀的，安拉不致亏枉他们，但他们4柱了自己P〔41〕 

有些人，舍安拉而别求监护者，他们替如蜘蛛造屋，最脆弱的 

偶像T〕，〔42〕安拉的确知道他们舍他而祈祷的任何物，他是 

万能的，是至睿的。C43〕这些譬喻，是我为众人而设的，只有 

学界能了解它^〔以〕安拉本真理而创造天地，对于佶道的人 

此中确冇一种迹象。〔45〕你应当宣读启示你的经典，你当谨 

大的事。安拉知道你们的做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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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一 蝴蛛章 

〔46〕除依最优的方式外，你们不要与佶奉天经的人辩论， 

个神明t我们是归顺他的，〔47〕我这样把经典降示你，蒙我 

〔49〕不然，这是我的明显的迹象，它保存在学者的胸中，只 

象从他的主降临他呢？”你说：“迹象只在安拉那串我只是 

个坦率的赞告者。”〔51〕我降示你这部经典，可以对他们常 

经够他知道天地间的一切, 确信邪神时不倍安拉者，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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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一 蜘蛛章 

〔53〕他们要求你早fl昭示刑罚，假若没有定期，那末刑罚必已 

降临他们。3他们不知不觉的时候，刑罚必定忽然降临他们。 

〔54〕他们耍求你早日昭示刑罚，火狱必定是包围不信道者的。 

〔55〕在那日，刑罚将从他们的头上和脚下降临他们6他说，你 

们尝试你们的行为的果报吧!”〔56〕我的信道的仆人们啊！我 

的，都要尝死的滋味，然后，你们将被召归于我a〔58〕信道而 

fl行善若，我必使他们在乐园中得居在下临诸河的楼上，他们 

们只佶托他们的主。〔60〕许多动物，不能担负自己的给养，安 

是如何荒谬的！〔62〕安拉要使哪个仆人的给养宽裕，就使他宽 

事的。〔63〕如果你问他们；“谁从天t降下雨水？而借雨水使 

已死的大地复活呢？”他们必定说：“安拉，你说 

403 





蜘蛛章 

C64〕这种今世的生活，只是娱乐和游戏;后世的住宅，确是充 

满生活的，假若他们知道……〔65〕当他们乘船的时候，他们 

诚恳地祈祷安拉，当他使他们平安登陆的时候，他们立刻就 

以物配主。〔66〕叫他们孤负我赏赐他们的恩惠吧，叫他们享 

道他们确信邪神，而孤负安拉的恩惠吗？ 〔68〕假借安拉的名 

义而造谣，或否认已降临的真理者，谁比他还不义呢？难道火 

狱里没有孤恩者的住处吗？〔69〕为我而奋斗的人，我必定指引 

他们我的道路，安拉确是与善人同在一起的 

第三0章罗马人（鲁姆) 

C1〕艾列弗，俩目，米〔2〕罗马人已败北于C3)最近 

的地方。他们既败之后》将获胜利，〔4〕于数年之间。以前和 

以后，凡事归安拉主持。在那F1，信道的人将要欢喜。〔5〕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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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马人章 

〔6〕安拉应许〔他们胜利〕，安拉并不爽约，但人们大半不知道。 

〔7〕他们只知道今世生活的表面，他们对于后世，是疏忽的。 

〔8〕难道他们没有思维呵？安拉创造天地万樹，只依真理和 

定期，存许多人的确不信将与他们的主相会，C 9〕难道他们没 

有在大地上旅行而观察前人的结局是怎样的吗？前人比他们 

安拉的迹象，而廷加以嘲笑。〔11]安拉创造众牛:，然耵再造他 

将成泪丧的，〔13〕他们的配卞_中，将来没有为他们说情的，他 

们将否认他们的配主。〔14] £活时来临之他们将彼此分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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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马人章 

〔16〕至于不信道而且否认我的迹象，以及后世的相会者，将被 

绝万物〔18〕天地间的赞颂，以及傍晚的和中午的赞颂都只 

使已死的大地t活，你们也要如此被复活。〔20〕他的一种迹 

象是:他用泥土创造你们，然后，你们立刻成为人类，散布各 

力、〔21〕他的一种迹象是：他从你们的同类中为你们创造配 

偶，以便你们依恋她们，并且使你们互相爱悦，互相怜恤&对T 

能思维的民众，此中确有许多迹象。〔22〕他的一种迹象是：灭 

地的创造，以及你们的语自和肤色的趋异,对于有学问的人 

此中确有许多迹象a〔23〕他的一种迹象是：你们在黑夜和白 

轻睡眠并且寻求他的恩惠；对于会听话的民众，此中确有许多 

迹象。〔24〕他的一种迹象是：他使你们以恐惧和企图的心情 

看电光，他从天上降下雨水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，对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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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马人章 

〔25〕他的一种迹象是:天地依他的意志而坚定，当他对长眠地 

下的你们叫唤一声的时候，你们立刻就出来了a〔26〕天地万 

是万能的，至资的。〔2S〕他为你们而就你们自身设一个臂喻 

养，而你们与他们完全乎等，你们畏惧他们，犹如你们互相畏 

不义者，无知地顺从Ud的私欲。安拉使之迷误者，谁能引导 

他呢？他们绝没苻援助者。〔30〕你应当趋向正教，〔并谨守〕 

安拉所赋予人的本性安拉所创造的，是不容变更的;这才是 

正教，但人们大半不知道。S〔31〕你们应j归依安拉，应当敬 

畏他，应当谨守拜功 

宗教，而#成宗派者；各派都苒欢自己所奉的宗派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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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马人章 

〔33〕人们遭难的时候，祈祷他们的主，同时n依他&当他使他们 

尝试他的恩惠的时候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，立刻以物配主，〔34〕 

当我使人们尝试恩惠的时候，他们就为那件恩惠而沾沾自喜 

如果他们因为曾经犯罪而遭难，他们立刻就绝望了D〔37〕难道 

他们不知道吗？安拉欲使谁的给养宽裕，就使它宽裕；〔欲使谁 

象。〔38〕你应当把近亲、贫民和旅客所应享的权利，交给他们， 

C390你们为吃利而放的债f欲在他人的财产中增加的,在安拉 

那里，不会增加;你们所施的财物，欲得安拉的喜悦的，必得加 

倍的报酬，〔40〕$拉创造你们，然后供给你们，然后使你们死 

亡，然后使你们复活，你们的配主，谁能做那些事情中的任何 

件事情呢？赞颂安拉，超绝万物，他超乎他们所用来配他的& 

U1〕灾害因众人所犯的罪恶而显现于大陆和海洋，以至安拉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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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马人章 

〔42〕你说:你们应当在大地上旅行，因而观察前人的结M是怎 

样的。他们大半是以物配主的。〔43〕在不可抗拒的日子从安 

不信道者，将自受其不信的恶报f行善者只为自己预备安宅 

〔45〕以便安拉用他的恩典去报酬信道而_Fl行善者Q安拉确是 

不喜爱不信道者的，〔利〕他的-种迹象是：他派遗风来传达佳 

音，使你们尝试他的恩惠，使船舶奉他的命令而航行，以便你 

们导求他的恩惠，以便你们感谢。〔47〕在你之前，我确巳派遣r 

许多使者，去教化他们的宗族，那些使者就昭示他们许多明证， 

然后，我惩治犯罪的人。援助信上，原是我的责住。〔48〕安拉 

是沮丧的。〔50〕你看安拉的恩惠的效果吧！他怎样使Q死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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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马人章 

〔51〕如果我使一阵风吹去，而他们看见禾苗变成萎黄的，此后# 

必不能使退避的筇子听你呼唤。〔53〕你必不能引导瞎子离开迷 

C5U安拉从懦弱创造你们，在懦弱之后，又创造强壮，在强壮 

之后又创造懦弱和白发，他要创造什么，就创造什么。他确是 

全知的，确是全能的^〔55〕复活吋降临之日，犯罪的人发誓说 

他们只逗留了一篓时，他们原是这样悖谬的。〔56〕有学问和信 

德奔说:“依安拉的前定，你们确已逗留到复活日。这就是复活 

日，但你们不知道〔57〕在那日，不义者的辩辞，无裨于自身， 

他们也不得邀恩。〔58〕在这《占兰经》中，我确已为众人设了 

各种替喻。如果你昭示他们一种迹象，那末，不信道荇必定 

说:_ “你们只是荒诞的! ” 〔59〕安拉这样封闭无知识者的心D 

〔SO〕你坚忍吧，安拉的应许确是真实的，你不要让不坚信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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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格曼章 

这章足麦加的t仝章儿计三四节，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C1〕艾列弗，俩冃，米目。〔2〕这些是有智慧的经典的节 

纳天课，且确信后世〆5〕这等人f是遵守他们的主的疋道的 

这等人确是成功的。〔6〕冇人购买无谓的谈话，以便他无知 

无识地使人背离安拉的正道，而且把它当作笑柄。这等人，将 

受凌辱的刑罚。〔7〕冇人对他宣读我的迹象的时候，他白大 

地退避，仿佛没苻听见一样，仿佛他的两耳1听一样。你以痛 

苦的刑罚，向他报喜吧。〔8〕信道而且行善者，必将享受极乐 

园，〔9〕而永居其中。这是安拉的真实的应许，他确足万能的 

大地上散布各种动物。他从天上降下爾水，而在大地上滋生各 

种优良的植物D〔11〕这是安拉所创造的，你们指示我吧，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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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格曼章 

〔】2〕我确巳把智慧赏赐啓格曼，C我说〕：“你当感谢安拉。感 

谢的人，只为G己而感谢，孤负的人，须知安拉确是无求的，确 

是可颂的，〔13〕当曰，鲁格曼曾教训他的儿子说:“我的小子 

我曾命人冬敬父母——他母亲弱h加弱地怀着他，他的断乳 

是在两年之中一<我说〕；“你应当感谢我和你的父母I惟我 

是最后的归宿。Q5D如果他俩勒令你以你所不知道的东西配 

们的行为告诉你们。”〔16〕鲁格曼说，我的小子啊〖善恶的行 

拉都要显示它，安拉确是明察的，确是彻知的，〔】7〕我的小子 

应该决心做的事情。〔18〕你不要为藐视众人而转脸，不要徉 

412 



30j5味(4^si^u 穿 
A4 A 

②从、念 

染冰麵j^^j^UJ J?A^J 

jp^ 14^1^5(|)^;^(穿以^^4(_^5必 
^4 

5'^^ i^ox^l5 

%\r 



鲁格曼章 

博施你们表里的恩惠有人争论安拉的德性，但他们既无知 

识，又无向导，且无灿烂的经典。〔21〕如果冇人对他们说，你 

们应当遵守安拉所降示的〔经典〕。”他们就说：“不然T我们遵 

守我们祖先的遗教/即使恶魔叫他们去受烈火的刑罚，C他们 

仍要遵循〕吗#〔22〕诚心归顺安拉而且常行善事者，确已把 

伤诉他们„安拉确是全知他们的胸怀的。C243我使他们稍稍 

卓受幸福，然后，强迫他们去受严W的刑罚D〔25〕如果你问 

他们谁创造/天地？”他们必定说:“安拉你说：“一切赞 

颂，全归安拉！”不然，他们大半不知道。C26)天地万物只是安 

拉的，安拉确是无求的，确是可颂的a〔2?〕假若用大地上所 

有的树来制成笔，用海水作墨汁，再加上七海的墨汁，终不能 

写¥安拉的言语。安拉确是万能的，确是至睿的，〔28〕创造你 

们和M活你们f只象创造一个人和复活一个人一样a安拉确 

是全聪的，确足全明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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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格曼章 

夜，并制服日月，各自M行，至一定期。安拉是彻知你们的行为 

部分迹象，对于每个坚忍的*感谢的人，此中确有许多迹象u 

〔32〕当山岳般的波涛笼罩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虔诚地祈祷安拉， 

当他使他们平安登陆的时候，他们中冇中和的人；只有每个狡 

猾的、孤恩的人，否认我的迹象。〔33〕人们啊！你们应当敬畏 

事，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死在什么地方^安拉确是全知的 

确是彻知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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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一 叩头章 

这京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三0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艾列弗，俩U，米t〔 2〕C这〕是从众世界的主降示 

者来临过的一群民众，以便他们遵循正道。〔 4〕安拉曾在六日 

内创造天地万物，然后，升上宝座，除他外，你们没有任何监护 

者和说情者。你们怎么不记念呢？ 〔5〕他治理A天至地的事 

你们所计算的一千年a〔6〕那是全知幽明的、万能的、至慈的 

主。〔7〕他精制他所创造的万物，他最初用泥上创造人“8〕 

然后用贱水的精华创造他的子孙，〔9〕然后使他健全，并将他 

谢。〔10〕他们说：“我们消失在地下之后，难道我们必定重新 

受造吗?”不然！他们不信将与他们的主相会夕〔〗1〕你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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叩头章 

〔12〕假若你得见犯罪者在他们的那电垂头丧气地说：“我们 

的主啊【我们已经看见了，听见了，求你让我们转回去r我们 

〔13〕假若我意欲，必以向导赋f每个人，但从我发出的判词 

己的行为而尝试永久的刑罚吧^〔15〕信仰我的迹象的，只有 

赞颂他们的那超绝万物的主，他们不敢妄自啓大，&〔16〕他们 

舍我所赐予他们的。〔17〕任何人都不知道已为他们贮藏了什 

么慰藉，以报酬他们的行为3〔18〕佶道者与怍逆者一样吗？他 

们是不相等的D 〔19〕至于信道而且行善者，将来得以乐园为 

的归宿，只是火狱，每当他们要想逃出，都被拦回去&有卢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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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一 叩头章 

〔21〕在最大的刑罚之前，我必使他们尝试M近的刑罚，以便 

的人，联比他还不义呢？我必然要惩治犯罪的人。〔23〕我确巳 

我曾以那部经典为以色列后裔的向导& 〔24〕我曾以他们中的 

部分人为表率，当他们忍受艰难，确信我的迹象的时候，奉 

论的是非。〔26〕难道他们还不晓得吗？在他们之前，我曾毁 

灭了许多世代，他们常常经过那些人的故乡，在那里确々许 

多迹象。他们怎么不听从呢？ 〔27〕他们还不知道吗？我把雨 

水赶到无草的地方，而借它生出他们的牲畜和他们^己所食 

的庄稼&难道他们看不见吗？〔28〕他们说：“这种判决什么时 

候实现呢?如果你们是说实话的，〔29〕你说〆‘不信道者，在 

判决日，虽佶无益，并11不获得宽待，〔30〕你应当避开他们, 

你应当等待，他们必定是等待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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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一 同盟军章 

这草是麦地那的，全章共计七三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先知啊！你应当敬畏安拉，你不要顺从不信者和伪 

信者，安拉确是全知的，确是至稃的。〔2〕你应当遵循从你的 

主降示你的C经典〕，安拉确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。〔 3 :]你应当 

亲的脊背——安拉没有把她们当做你们的母亲，也没有把 

说明真理的，是指示正道的。〔5〕你们应当以他们的父亲的姓 

们的父亲是谁，那末，他们是你们的教胞和亲友D你们所汉犯 

的事，对于你们没有罪过，你们所故犯的事，就不然了。安拉是 

权利，他的众妻，是他们的母亲。血亲与血亲相互间的权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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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一 同盟军章 

〔 7〕当 H 

安拉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。C1G〕当时，他们从你们的卜J面和 

猜测。〔11〕在那时，信士们曾受到考验，并受剧烈的震动 

〔12〕当时，伪倍者和心中有病的人都说：“安拉及其使者，只 

虚伪地应许我们。”〔13〕当时，他们中的一派人说:“叶斯里卜 

派人，向先知告假说，我们的房屋，确是破烂的/其实他们 

的房屋并不是破烂-的，他们要想逃走c* 〔14〕假若这座城被敌 

人四面攻破，而后敌军要求他们叛教，他们必定承他们因 

为此事只耽延片刻。〔15〕以前他们与安拉确已约定，他们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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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盟军章 

〔16〕你说：“如果你们逃避死亡，或杀戮，那末，逃避对于你们 

绝无裨益。你们即使逃避，也只得到稍稍李受。” an你说 

如果安拉欲降祸于你们，谁能反抗安拉而保护你们呢？如 

果他欲降福于你们，〔谁能干涉他〕呢?”除安拉外，他们不能 

发现任何监护荞和任何援助苦^〔18〕安拉知道你们中有些人 

fn只偶尔参战。U9〕他们对你们是吝啬的g当恐怖降临的吋 

财是杏蟲的 

如果同盟军卷土m来，他们将希望白己在沙漠中的游牧的阿 

他们只偶尔参加战斗。〔21〕希毕安拉和末日，并且多多记念安 

盟军的时候，他们说："这是安拉及其使者所应许我们的，安 

420 



m 



卷二一 同盟军章 

的诚实而善报他们，并a随m地惩罚伪信者f或赦宥他们。 

安拉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a〔25〕安拉使不信道荇木能获 

胜，忿忿而n;安拉使信士不战向胜。安拉是至刚的，是万能的 

部分，俘虏一部分 

〔27〕他使你们继承他们的土地、房屋、财产和你们尚未踏过的 

土地，安拉对于万事是全能的。〔28〕先知啊【你对你的众妻 

得安拉及其使#的喜悦，与后世的安宅，那末，安拉确已为你 

们中的行善者，预备了重大的报酬，〔30〕先知的妻于们啊 

你们中谁作了明显的丑事者，将受加倍的刑罚，这事对于安拉 

是容易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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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盟军章 

f〔31〕你们中i隹服从安拉及其使者，而且行善，我将加倍报 

话，以免心屮存病的人，贪恋你们；你们应当说庄重的话。〔33〕 

安拉及其使：先知的家厲啊！安拉只欲消除你们的污秽 

冼净你们的罪恶。〔34〕你们应当渑记在你们家中所宣读的安 

女、佶道的男女、服从的男女、诚实的男女、坚忍的男女、恭敬 

的男女、好施的男女1斋成的男女、保许贞操的男女、常念安 

422 



iYt 



同盟军章 

〔36〕3安拉及其使者判决一件事的时候，信道的男女对于他 

们的事，不究有选择a谁违抗安拉及其使荠，谁己陷入显著的 

迷误了。〔37〕当时，你对那安拉曾施以恩惠，你也曾施以恩惠 

的人说：“你应当挽留你的妻子，你应当敬畏安拉。”你把安拉 

定案&〔39〕先知们是传达安拉的使命的，他们畏惧他，除安拉 

外，他们不毘供任何人。安拉足为监察者& W0〕穆罕默德不是 

你们中仟何男人的父亲，而是安拉的使者，和众先知的封印 

安拉足全知万物的。〔41〕信士们啊！你们应土常常记念安拉， 

天神们为你们祈祷，以便他将你们从重重黑暗引入光明，他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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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二 同盟军章 

〔44〕他们与安拉会见的那天，安拉对他们的祝辞是：“祝你们 

已派遣你为见证者，报喜者，和警告若，〔46〕为奉安拉之 

喜，他们将获得安拉降下的宏恩。〔48〕你不要顺从不佶者和 

伪信者，你痤当任随他们辱骂，你应2信任安拉，安拉足为 

监护者。〔49〕信道的人们啊！你们若娶信道的妇女，然后在 

交接前休了她们，那末*她们不该为你们时守限期，所以你 

们应3使她们莩受，应当让她彳H依礼而离去。〔50〕先知啊! 

你的战利品的，你的从父的女儿、你的姑母的女儿*你的舅 

做出的规定——以免你感受困难。安拉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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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盟军章 

是至睿的。〔52〕以后不准你再娶妇女，也不准你以她们调换 

別的妻了，即使你羨慕她们的龙貌，除非是你的奴婢。安拉是 

监视万物的。〔533信士们啊！你们不要进先知的家，除非邀 

件大罪。〔54)如果你们要表白什么，或隐匿什么，C安拉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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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二 同盟军章 

〔55〕她们无妨会见她们的父亲、儿子、弟兄、侄子，外甥、信道 

的妇女，和自己的奴婢。你们应当敬畏安拉，安拉确是见证万 

物的。〔56〕安拉的确怜悯先知f他的天神们的确为他祝福a 

信士们啊！你们应当为他祝塥，应当祝他〒安！ 〔57〕诽谤安 

备凌辱的刑罚。 〔58〕以信士们和信女们所未犯的罪恶诽谤他 

们吉，确已担负沖蔑和明显的罪恶。〔59〕先知啊！你应当对 

着自己的身体。这样做最容易使人认识她们，而不受侵犯。安 

拉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，C60〕伪信的、心中有病的、在城中煸 

惑人心的，如果他们仍不罢休，我必命你制裁他们，他们就不 

里被发观，就在哪里被逮捕，而被处死4〔62〕这足安拉对于古 

人的常道，你绝不能发现任何变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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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盟军章 

〔64〕安拉确已弃绝不信道者，并为他们预备烈火。〔65〕他们将 

永居其中，不能得到任何保护荇，也不能得到任何援助者。 

〔66〕他们的面皮在火中被翻转之日，他们将说:“但愿我们曾服 

从我们的领袖和我们的伟人，是他们使我们违背正道n〔68〕 

我们的主啊！求你用加倍的刑罚处治他们，求你严厉地弃绝他 

为他洗霄冤诬，据安拉看来，他是冇面子的〔70〕信士们啊! 

你们应当敬毘安拉，应当说正话& 〔71〕他就改善你们的行为， 

就赦宥你们的罪过。服从安拉及其使者的人，确已获得伟大 

的成功& [72〕我确已将重任信托天地和山岳,但它们不肯承担 

无知的 

而赦宥信道的男女！安拉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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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伯邑章 

C I〕一切赞颂，全归安拉！天地万物，都是他的。后世的 

赞颂，只HT他。他是至荇的，是彻知的。〔2〕他知道潜入地 

的，是至赦的。〔 3〕不信道的人们说：“复活时不会来临我 

和更大的，无一件不记录在一本明白的经典中/〔4〕以便他 

在复活时报酬信道而行善的人们，这等人，将获赦宥和优厚 

的给养^〔5〕竭力反对我的迹象以为已经成功的人，将受痛 

苦的刑罚。〔6〕有学识的人们，知道从你的主降示你的经典， 

确是真理，能指示〔世人走上〕万能的、可颂的主的大道。〔7〕 

不信道的人们说=“我们指示你们一个人好叼？他会告诉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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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伯邑章 

〔8〕他假借安拉的名义而捏造呢？还是他有疯病?”不然！不 

信后世的人们是在刑罚和深深的迷误中^ C 9〕难道他们没冇 

个归依的仆人，此中确有一种迹象J〔10〕我确已赏赐达五 

我为他使铁柔软“11〕[我对他说:〕“你应当制造完善的铠甲 

行为的。” a2〕我曾使风供素莱曼的驱使，风在上午走一月的 

就使谁尝试烈火的刑罚。as〕他们为他修建他所欲修建的宫 

经死丫。当他倒下的时候，精灵们恍然大悟;假若他们能知幽 

乞，那末，他们未曾逗留在凌辱的刑罚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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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伯邑章 

〔15〕赛伯邑族，在他们的居处，确有一种迹象：两个园圃，分 

列左右。“你们可以吃你们的主的给养，你们要感谢他，一个 

〔16〕随后，他们悖逆，所以我 

使水库的急流去淹没他们，我把他们的两个园圃，变成两个只 

生K苦果、柽柳，和些微的酸枣树的网圃。〔17〕我因他们的忘 

恩而以这报酬他们，我只惩罚忘恩的人，〔18〕我在他们与我 

所福祐的那些城市之间，建设了许多显.著的城市，我均分各 

站间的距离“你们在其间平安地旅行若干昼夜吧广a9〕然 

后，他们说：“我们的主啊！求你放长各站之间的距离。”他们 

自欺，所以我以他们为谈助&我使他们流离失所a对于每个 

〔20〕易卜劣厮确巳发现他 

对他们的猜测是正确的f因为他们都追随他；只有一伙信士 

除外〔21〕他对他们所以有权力者，只为我要辨別谁是佶仰 

理天地间微尘之重的事物，他们丝毫不能参与天地的造化。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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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伯邑章 

〔23〕除安拉所许可:#外，在安拉那电，说情将无裨益e直到他 

么?”他们说：“真理。”他确是至高的，确是至大的J £：2<0你说 

谁从天上和地K供给你们?”你说:“安拉a我们或你们，是在 

正道上的t或是在显著的迷误中的。”〔25〕你说:“对T我们所犯 

的罪，你们不受审对于你们所做的事，我们也不受审问。” 

〔26〕你说:“我们的主，将召集我们，然后，依真理而为我们裁 

判，他确是最告于裁判的，确是全知的D”〔27〕你说;“你们告诉 

我，你们所称为他的伙伴的。”决不能的。不然，他是安拉，足万 

能的，是至睿的&〔28〕我只派遺你为全人类的报喜者和聱告 

荞，但世人大半不知道3〔29〕他们说：“如果你是说实话 

的，这个箬告什么时候实现呢?”〔30〕你说=“你们的约期是有 

若你得见不义的人们被拘留在他们的主那里的时候，他们互相 

辩驳，被欺负的人们将对骄傲的人们说：“假若没有你们，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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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^ 赛伯邑章 

〔32〕骄傲的人们将对被欺负的人们说：“当iE道来临你们的时 

候，我们曾妨码你们遵循正道巧？不然，你们自愿做犯罪者。” 

〔33〕被欺负的人们将对骄傲的人们说：“不然！这是你们昼夜 

当他们看见刑罚的时候，他们表示悔恨。我要把枷锁放在不 

信道者的脖子上，他们只受他们的行为的报酬。〔34〕每逢我 

派遺筈告者到一个城市去，其中豪华的人们总是说=“我们的 

们将宋绝不会受惩罚，〔36〕你说：“我的主欲使谁的给养宽 

裕，就使他宽裕；欲使谁的给养窘迫，就使他窘迫。但众人大 

倍的报酬，他们将安居于楼上^〔38〕竭力反对我的迹象的人 

们，将被拘禁在刑罚中。〔39〕你说，我的主，的确欲使哪个 

仆人的给养宽裕，就使他宽裕；欲使哪个仆人的给养窘迫，就 

使他窘迫g你们所施舍的东西，他将补偿它；他是最优的供 

给#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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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伯邑章 

他要将他们统统集合起来，然后对天神们说 

他们大半信仰精戾，U2〕今日，你们不能兑利，也不能相甫 

我将对不义的人们说：“你们尝试你们所否认的火刑吧〖”〔43〕 

碍你们崇拜你们的祖先所崇拜的偶像，他们又说:“这只是捏 

这只是一 

种明显的魔术，〔44〕我没有把他们所能诵的任何经典赏赐 

他们，在你之前，我没冇派遺任何警告者去教化他们。U5〕在 

他们之前逝去的人们曾否认真理，他们没冇达到我所赐予前 

人的十分之一，但前人否认我的使者们，我的谴责是怎样的?f 

〔此〕你说f “我只以一件事劝导你们，你们应当为真主而双双 

地或单独地站起来，然后思维，你们的同乡，绝无疯病。在严 

苈的刑罚来临之前，他对你们只是一个警告者D〔47〕你说：“我 

担。他是见证万物的，〔48〕你说:“我的主，以真理射击虚 

伪，他是全知幽玄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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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伯邑章 

〔49〕你说，真理已来临了，虚伪将幻灭，而不复出。”〔50〕你 

说：“如果我误入歧途，则我自受其害；如果我遵循正道，则由 

于我的主所启示的经典。他确是全聪的，确是临近的/〔51〕 

假若你得见当时他们恐怖而无处逃避，在一个不远的地方被 

逮捕。〔52〕他们将说，我们已信仰他了。”他们怎能从遥远的 

地方获得信仰呢？〔53〕他们以前不信仰他，他们从遥远的地 

方妄谈幽玄，〔54〕他们将因障碍而不能获得他们所欲望的。 

犹如他们的同类以前受障碍一样，他们确在烦恼的疑虑中 

创造者 
(法频尔)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窣共计四五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一切赞颂，全们安拉——天地的创造者！他使毎个 

天神具々两翼，或三與，或四與。他在创造中增加他所欲增加 

的。安拉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。〔2〕无论安拉赏赐你们什么 

恩惠，绝无人能加以阻拦I无论他扣留什么恩惠，在禁施之后， 

绝无人能加以开释a他确是万能的，确是至稃的。C3〕人们 

啊！你们应当铭记安拉所赐你们的恩惠，除安拉外，还有什么 

创造荇能从夭上地下供给你们吗？除他外，绝无应受崇拜的， 

你们怎么如此悖谬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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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造者章 

〔4〕如果他们否认你，那末，在你之前的使者们，已被否认了a 

欺骗你们，〔6〕恶魔确是你们的仇敌，所以你们应当认他为 

信道者，将受严厉的刑罚；信道而且行善者，将蒙赦宥和重大 

的报酬。〔8〕为fid的恶行所迷惑，因而认恶为善者，象真主 

所引导的人吗？安拉必使他所意欲者误入迷途，必使他所意 

欲者遵循正道，所以你不要为哀悼他们而丧生，安拉确是全知 

他们的行为的^〔 9〕安拉使风去兴起云来,然后，把云赶至一 

个已死的地方，而借它使已死的大地复活^死人的复活就是 

遠样的&〔10〕欲得光荣者，须知光荣全妇安拉&良窗将为他 

所知，他升起善行。图谋不轨靑，将受严历的刑罚；这些人 

的图谋，是不能得逞的a ai〕安拉创造你们，先用泥土，继用 

精液，然后，使你们成为配偶。任何女人的怀孕和分娩，无一 

忭不是他所知道的！增加长命荇的寿数，减少短命容的年龄, 

无一件不记录在天经中；那对安拉确是容M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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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造者章 

的咸水。你们可吃每一海中所产的新鲜的肉，又可采你们所戴 

同权只是他的，你们舍他而析祷的，不能管理一好毫。〔14〕 

如果你们祈祷他们，他们听不见你们的祈祷；即便听见了，他 

们也不能答应你们;复活日，他们将否认你们曾以他们配安拉， 

任何人不能象彻知者那样告诉你J〔15〕人们啊！你们才是需 

求安拉的，安拉确是无求的，确是可颂的。C16〕如果他怠 

〔17〕那对安拉不是烦难 

的。〔18〕一个负罪者，不再负別人的罪；一个负亟罪#，如果 

叫別人来替他负罪，那末，別人虽是他的近亲，也不能脊他担 

涤身心者，只为自己而洗涤。安拉是唯一的归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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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造者章 

〔19〕盲人和非盲人不相等，〔20〕黑暗与光明也不相等，〔21〕 

背阴和当阳也不相等，〔22〕活人和死人也不相等。安拉必使 

他所意欲者能听闻，你绝不能使在坟中的人能听闻，〔23〕你 

只是一个瞀告者^ 〔24〕我确巳使你本真理而为报喜者和警告 

经典。〔抓〕然后，我惩罚了不信道荠，我的谴责是怎样的? 

〔27〕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安拉从天上降下雨水，然后借雨水 

而生产各种果实。山上有白的1红的.各色的条纹，和漆黑的 

拉的仆人中，只有学者敬毘他&安拉确是万能的，确是至赦的D 

〔29〕诵读安拉的经典，且谨守拜功，并秘密地或公开地分舍我 

所赐予他们的财物杏，他们希望这经营不破产，〔30〕以便他使 

他们享受自己的完全的报酬，并把他的恩惠加赐他们；他确 

是至赦的，确是善报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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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二 创造者章 

〔31〕我启示给你的经典确是真理，足证以前的经典是真实的D 

安拉对IMfe的仆人们确是沏知的，确是明察的。〔32〕然后 

我使我所拣选的仆人们继承经典I他们中有自欺的，有中和 

的乐园，他们将入其中，他们在里面，戴的是金镯和珍珠，穿 

的是丝绸。〔34〕他们说 切赞颂，全归安拉！他袪除我们 

的忧愁。我们的主，确足至赦的，确是善报的。〔35〕他使我们 

他们死刑，让他们死亡；又不减轻他们所遭的火刑。我这样报 

求你放我们出去，我们将改过迁善，难道我没有延长你们的 

你们尝试刑罚吧，不义者绝没有任何援助者。〔38〕安拉确 

是全知天地的幽玄的，他确足全知心事的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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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二 创造者章 

的不信，只使他们更蒙5折&〔40〕你说:“你们告诉我吧，你们舍 

们曾独A创造了大地的哪一部分呢？还是他们曾与安拉共同 

创造诸天呢？还是安拉曾授予他们一本经典，而他们是依据那 

本经典中的许多明证呢？”不然，不义者仅以欺骗互相应许。《 

〔41〕安拉的确维持天地，以免毁灭；如果天地要毁灭，则除 

安拉外，任何人不能维持它^他确是至容的，确是至赦的。 

者来临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却更加悖谬，〔43〕在地方上更加自 

大，更加图谋不轨。阴谋只困其创作者，他们除了等待古人 

所遭受的常道外，还能等待什么呢？对于安拉的常道，你绝 

不能发现任何变更;对f安拉的常道，你绝不能发现任何变 

迁。〔44〕难道他们没有在大地上旅行，以观察前人的结局是 

怎样的吗？前人比他们势力更大。安拉是天地间任何物不 

能使他尤奈的，他确是全知的，确是全能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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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二 雅辛章 

〔45〕假若安拉为世人所犯的罪恶而惩治他们，那末，他不留一 

个人在地面上；但他让他们延迟到一个定期，3他们的定期来 

临的时候，（:他将依他们的n为而报酬他们〕，因为安拉确是明 

察他的众仆的。 

戀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八三w,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雅辛。〔2〕以智慧的《古兰经》发誓，〔3〕你确是众 

万能至慈的主降示此经，C 6〕以便你膂告一族人，他们的祖先 

未被喾告过，所以他们是疏忽大意的，〔7〕他们中大多数人 

确巳应当受判决，所以他们不信道3〔8〕我确已把枷锁放在 

他们的脖子上，那些枷锁达到下巴，所以他们不能低头。〔9〕 

我在他们的前面安旯一个障碍，在他们的后面安置一个障碍 

蒙蔽/他们，所以他们看不见& ao〕你对他们加以瞥告与否， 

这在他们是一样的，他们毕竞不倍道〔11〕你只能箬告那遵 

守教诲，而a在秘密屮敬毘至仁主者，你要以赦宥和优厚的报 

酬向他报喜。〔12〕我必定要使死人复活，我必定要id录他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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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二 雅辛章 

〔13〕你当以城市的居民为他们设一个替喻。当时，使者们来临 

那些居民^〔14〕3时，我曾派遣两个使者去教化那些居民，但他 

说:“我们确是被派遣来教化你们的。”〔15〕他们说：“你们只是 

的。”〔16〕他们说；“我们的主知道，我们确是被派遣来教化你 

们的，〔17〕我们只负明Hi的传达的责任，〔18〕他们说s “我们确 

巳为你们而遭厄运，如果你们不停止宣传，我们誓必石击你们， 

或以痛苦的刑罚加于你们，〔19〕他们说:“你们的厄运是伴随 

着你们的。难道有人教诲你们，〔你们才为他而遭厄运么?〕不 

然！你们是过分的民众，〔20〕有一个人从城中最远的地方跑 

来说:“我的宗族呀！你们应当顺从使#们，〔21〕你们应j顺从 

那些遵循正道，而不向你们索取报酬的人们，〔22〕〔乂说〕广我 

怎能不崇拜那创造了我，而你们将被召归于他的主宰呢？〔23〕 

难道我能舍他而敬事一些神灵吗？如果至仁主欲降灾于我，则 

他们的说情，对于我毫无裨益，他们也不能梂救我。〔24〕如果 

那样，我确是在明显的迷误中。〔25〕我确已归信你们的主，故 

你们应当所从我，〔26〕有声音对他说:“你入乐园吧r他说 

“但愿我的$族知道，〔27〕我的主巳赦宥我，并使我成为受优 

待者!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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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三 雅辛章 

〔別J在他之后，我没佴降天神去惩治他的宗族/我也不常 

常降天神。〔29〕才听见一声呐喊,他们就灭亡了。〔30〕哀哉众 

仆！只要冇使荇来教化他们，他们便加以愚弄。〔3D难 

道他们不知道叼？在他们之前，我曾毁火了许多世代，那些被 

毁灭的世代永不转冋尘世。〔32〕他们将通统被拘禁在我那里。 

网，我使许多源枭，从地屮涌出，〔35〕以他他们食其见实这 

些果实不是他们的手造出来的，难道他们不感谢么？〔36〕赞 

U-以及他们所不知道的，[:都乜配偶h〔37〕他们冇一种迹象 

定所，那是方能的•全知的主所预定的。〔39〕月亮，我为它 

预定M?H，t到它再变成象r祜的椰枣枝一样。〔40〕太阳不得 

追及月亮，黑夜也不得超越白飪，各在一个轨逍匕浮游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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雅辛章 

〔41〕他们初一种迹象=我使他们的了孙，乘坐满载的船舶。〔42〕 

我为他们而创造象船舶那样町供骑乘的东西。〔43〕如采我意 

欲，我就把他们淹死，而他们没有任何援助者，他们将不获拯 

〔45〕如若有人劝谏他们说：“你们当畏惧在你们之前的，和在 

你们之后的，以便你们蒙主的怜悯，〔46〕每逢他们的主的一 

种迹象来临他们，他们便背弃它。U7〕如果有声音对他们说 

道者说:“安拉欲供养谁就供养谁，我们何必供养他呢？你们只 

呢？如果你们是说实话的，〔扣〕他们只等待荇一声吶喊，在 

他们纷争的吋候，袭击他们；〔50〕他们将来不能立遗嘱，也不 

主。〔52〕他们将说=“伤哉我们！谁将我们从我们的卧处唤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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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三 雅辛章 

己的配偶，在树荫下，靠在床上。〔57〕他们在乐园中，将冇水果 

并有他们所要求的恩典s〔58〕“平安!”这是从至慈主发出的 

祝辞3〔59〕“犯罪的人们呀!今日你们当退避到一边去J 

C6G)阿舟的后裔呀！难道我没有嘱咐过你们吗？我说你们 

不要崇拜恶魔，他确是你们的仇敌〔61〕你们应当崇拜我 

这是正路。〔62〕他确使许多人迷误，难道你们不明白吗？〔63〕 

这是从前常常用来恐吓你们的火狱〔64〕你们生的不肯信道 

他们的手将对我说话，他们的脚将作证他们所行的善恶〆66〕 

假若我总欲，我必毁灭他们的眼睛，然后他们忙着走路，但他 

形，然后他们既不能前进，又不能后退；〔68〕我使谁长寿，我 

歌对于他是不相宜的。这个只是教诲和明白的《占兰经》，〔70〕 

以便他警告活人，以便不信道的人们当受刑罚的判决。 

444 



djJ^M 如為血 

读以^bii#心o^ii^iSi 
^ 4>j 翕 ^ a ^ 

』•仏;〆私级^2炎為 
Jd^J c,^3\彝 jS 說」义j Q 

考j氣為 
© 6>^===C9^/^i 洛泡y^j^'匕i 

iio 



4^^ 雅辛章 

〔71〕难道他们不知道吗？从我所亲尹造作茗之屮，我曾为他 

们而创造牲畜，而他们管理它们。〔72〕我为他们而制服牲畜， 

以一部分供他们骑，一部分供他们吃。〔73〕他们可由它们获 

得许多利益和饮料&他们怎么还不感谢呢？〔74〕他们舍安拉 

而敬奉许多神M，希望自己获得援助。〔75〕那些神灵不能援 

助他们r他们却是为那些神炅而被集合的军队Q 〔76〕所以不 

f门所表现的。〔77〕难道人还不知道吗？我曾用精液创造他 

而他忽然变成坦白的抗辩#& 〔78〕他为我设了 一个#喻，而 

他忘却了我曾创造他。他说=“谁能使朽付复活呢？”〔79〕你说 

最初创造他的，将使他复活；他是全知一切众生的。〔80〕他 

为你们用绿树创造火，你们便用那绿树燃火〔81〕难道能造 

不然！他确是善造的 

确是全知的。〔82〕当他欲造化任何枣物的时候，他的車愤U 

是说声i “有”，它就存了。〔83〕赞颂安拉，超绝万物！ 一切事 

:第三七章抵] m 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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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班者章 

C I〕以列班荇发誓，〔 2〕以驱策者发皙，〔 3〕以诵读教诲 

者发誓，C 4〕你们所当崇拜者，确是独一的，〔 5〕他是天地万 

物之主，是-切东方的主&〔6〕我确已用文采即繁虽点缀最 

近的天，〔 7〕我对一切叛逆的恶魔保护它，〔 8〕他们不得窃听 

久的刑罚。〔10〕但窃听一次的，灿烂的流星就追赶上他。〔11〕 

你问他们吧！究竟是他们更难造呢？还是我所创造的更难造 

呢？我确已用粘泥创造了他们。〔]2〕不然！你感到惊奇，而 

见迹象，却加以嘲笑。〔15〕他们说：“这个只是明显的魔术。 

〔16〕难道我们死后，已变为尘土和朽骨的时候，必定&活吗? 

〔17〕连我们的祖先，也要E活1〔18〕你说:“是的！你们都 

要卑贱地复活。”〔19〕才听见一声呐喊，他们就瞻望着，〔別〕他 

认的判决之日J〔22〕你们应当集合不义者和他们的伴侣，以 

及他们舍安拉而崇拜的，〔23〕然后指示他们火狱的道路，〔24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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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^ 列班者章 

〔2S〕你们怎么不互助呢？ 〔26〕不然f他们在今日是归顺的 

C27J 丁是他们大家走向前来，互相谈论，〔28〕这些人说：“你们 

确已用权力胁迫我们a”〔29〕那些人说：“不然！你们自己原来 

不是信道者，〔30〕我们对你们绝无权力5不然[你们是悖逆的 

民众a〔31〕故我们应当受我们的主的判决，我们确是尝试的。 

〔32〕所以我们使你们迷误，我们自己也确是迷误的/’〔33〕在 

那日，他们必定同受刑罚。〔34〕我必定这样对待犯罪者&〔35〕 

他们确是这样的；有人对他们说：“除安拉外，绝无应受崇拜 

的'他们就妄尊大，〔36〕并且说：“难道我们势必要为一个狂 

妄的诗人，而抛弃我们的众神灵吗?”〔37〕不然！他昭示了真 

你们只依自己的行为而受报酬，〔40〕惟安拉的虔诚的众仆 

C41D将享受一种可知的给养——C42D各种水果，同时他们是 

受优待的;〔43〕他们在恩泽的乐园中，C44〕他们坐在床上，彼 

此相对；〔45〕有人以杯子在他们之间挨次传递f杯屮满盛醴 

泉，〔46〕颜色沽白，饮荇无不称为芰味；〔47〕_泉中无麻醉物 

侣，〔49〕她们仿佛被珍藏的鸵卵样；〔50〕于是他们走向前来 

互相谈论u〔51〕他们中有一个人说：“我有一个朋友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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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班者章 

〔52〕他问我：‘你确是诚信的吗？〔53〕难道我们死后，已变为 

尘土和朽骨的时候,还必定要受报酬吗？〔54〕他说s “你们 

愿看他吗？” 〔55〕他俯视下面，就看见他在火狱的中央，〔56〕 

他说：“以安拉发誓，你的确几乎陷言了我。〔57〕如果没冇我 

C59〕唯有我们初次的死亡，而我们绝不会受惩罚吗？ C60〕这 

〔62]那是更善的款待呢？还是攒楛树？〔63〕我以它为不义者 

的折磨。〔64〕它是在火狱底生长的一棵树，〔65〕它的花篦，仿 

然后他们必定要在那些果实上加饮沸水的混汤，〔68〕然后他 

半的古人确已迷误了，〔72〕我在他们之间，确已派逍过许多 

督告者。〔73〕你看！被筲告者的结局是怎样的？ 〔74〕除非安 

答的！〔761我拯救他和他的信徒们脱离大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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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班者章 

后代。〔79〕在各民族中，都冇人说：“祝努哈平安! ”〔80〕我必 

定要这样报酬行善者们.〔81〕他确是我的信道的仆人^ W2〕 

〔84〕当时,他带着健全的心灵，来见他的主a〔85〕当时，他对 

他的父亲和宗族说；“你们崇拜什么？〔86〕难道你们欲舍安拉 

而悖谬地崇拜许多神灵吗？〔87〕你们对众世界的主，究^:作 

什么猜测？”〔88〕他看一看星宿，〔89〕然后说；“我势必要害 

病，〔90〕他们就背离了他，〔91〕他就悄悄地走向他们的众神 

灵，他说：“你们怎么不吃东西呢？ 〔92〕你们怎么不说话呢? 

〔93〕他就悄悄地以右手打击他们。〔94〕众人就急急忙忙地来看 

他，〔95〕他说:“你们崇拜自fi所雕刻的偁像吗? L96〕安拉创 

造你们r和你们的行为，〔97〕他们说：“你们应当为他而修一 

个火炉，然后，将他投在烈火中，C98T他们欲谋害他，而我 

却使他们变成;V下风的。〔99〕他说；“我果然要迁移到我的主 

所启示我的地方去，他将指导我^ 〔100〕我的主呀！求你赏赐 

我一个善良的儿子，〔101〕我就以一个宽厚的儿童向他报喜。 

C102〕当他长到能帮着他操作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的小子啊! 

我确巳梦见我宰你为牺牲，你考虑一下！你究竞有什么意 

见?”他说：“我的父亲啊！请你执行你所奉的命令吧！如果安 

拉意欲，你将发观我是坚忍的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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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班者章 

〔103〕他们俩既已顺服安拉f而他使他的儿子侧卧着,〔104〕我 

喊叫说：“易卜拉欣啊!〔105〕你确已证实那个梦了，我必定 

要这样报酬行善的人们^〔106〕这确是明显的考验3〔1071我 

代。〔109〕“祝易卜拉欣平安!”〔110〕我要这样报酬行蕃者。 

孙中，将冇行善者和公然自暴N弃者。〔114〕我确已施恩于穆 

的经典，〔1〗8〕我指引他们俩正直的道路，〔119〕我使他们俩 

的令名，永存于后代。〔120〕“祝穆萨和哈伦平安! ”〔121〕我必 

定要这样报酬行善#P〔122〕他们俩确是我的信道的仆人。〔123〕 

易勒雅斯确是使者。〔]24〕当时，他对他的宗族说：“难道你 

的创造者——〔126〕安拉，你们的主，你们袓先的主吗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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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班者章 

〔127〕他们否认他，所以他们必定要被拘禁。〔]28〕惟安拉的纯 

洁的众仆则不然。〔129〕我使他的令名，永存于后代。〔130〕“祝 

他确是我的信道的仆人。Q33〕&特确是使者&〔134〕当时，我 

拯救了他，和他的全体佶徒；C135〕惟舍一个老妇人和其余的 

〔136〕然后，我毁灭了别的许多人D〔137〕 

你们的确朝夕经过他们的遗迹，C138J难道你们不了解叩 

〔139]优努司确是使者。〔140〕当时，他逃到那只满载的船舶上。 

〔141〕他就拈阄，他却是失畋的，CH2〕大负就吞了他，同时，他 

是应受谴责的。〔143〕假若他不是常赞颂安拉者，〔144〕他必 

葬身鱼腹，直到世人复活之日^〔145〕然后，我将他抛在旱地 

上，当时他是冇病的。〔146〕我使一棵瓠瓜，长起来遮着他, 

〔147〕我曾派遣他去教化十多万民众。〔148〕他们便归倍他 

我使他们享乐至一定期。〔149〕你问他们吧！你的主有许多 

性的，他们曾眼见我的创造呢？ L15n真的，他们因为$己 

的悖谬，必定要说：〔152〕“安拉已生育了，他们确是说谎 

者,〔153〕难道他不要儿子，却要女儿吗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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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班者章 

〔154〕你们冇什么理由？你们怎么这样判断呢？〔155〕你们还 

不觉悟吗？〔156〕难道你们有一个明证吗？〔157〕拿出你们的 

经典来吧，倘若你们是诚实的人！〔158〕他们妄言他与精灵之 

间，宥姻亲关系。樯灵确已知道他们将被拘禁Q59〕——超绝 

哉安拉！他是超乎他们的叙述的〔160〕——惟安拉的纯洁的 

(:众天神说〕：“我们人人都存一个指定的地位，〔165〕我们必定 

足排班的，〔166〕我们必定是赞颂安拉的。”〔167〕他们的确常 

是安拉的纯洁的仆入〔170〕他们却不信安拉，他们不久就知 

道了，〔171〕我对我所派遺的仆人们Li旮约言在先了，〔172〕 

他们必定是被援助的“173〕我的军队，必定是胜利的。〔174〕 

你暂时退避他们吧！〔175〕你看若吧！他们不久就看见〔176〕 

他们的庭院的时候，被箬畀冇的早晨，真恶劣呀！〔178〕你暂时^ 

退避他们吧！ 〔179〕你看着吧！他们不久就看见了^〔180〕超 

绝哉你的主——尊荣的主宰！他是超乎他们的叙述的3〔181〕 

祝众使苦平安！〔182〕一切赞颂，全!安拉——众世界的主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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萨德章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八八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萨德。指著名的《古兰经》发誓。〔2〕不然！不信道 

多世代，他们呼号，但逃亡的时机已逝去了。〔 4〕他们惊班，因 

个术士，是一个说谎者。〔5〕难道他要将许多神灵变成一个神 

灵吗?这确是一件怪事。”〔 6〕他们中的贵族们起身说:“你们 

走罢！你们坚忍着崇拜你们的众抻灵罢！这确是一件前定的 

事。〔7〕在敁后的京教中，我们没有听见这种话，这种话只是 

伪造的。〔 8〕难道教诲降于他，而不降于我们叫?”不然！他们 

对于我的教i川，是在怀疑之屮，不然！他们还没有尝试我的刑 

罚。C9〕难道他们有你万能的、博施的主的慈恩的库藏吗 

Q0〕难逍他们宥天地万物的同权吗？假若他们冇，就叫他们缘 

天梯而上升吧！ 〔11〕他们是由各党派联合起来的乌合之众 

他们将要在那里败北a〔12〕在他们之前,曾否认使者的，有努 

哈的宗族、阿徳人.有武力的法老，a 3〕赛莫德人、昝特的宗族、 

茂林的居民。这些都是党派，〔14〕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未曾否 

认使咨的，所以我的惩罚是必然的&〔15〕这些人，只等待一声 

喊叫，那是不耽搁一篓时的D〔16〕他们说：“我们的t啊！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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萨德章 

〔17〕你当忍受他们所说的话，你岽记忆我的仆人——有能力 

i见达五德，他为他们而恐怖。他们说:“你不要恐怖！我们是 

两造，被荇曾欺凌广原你为我们茉公戗判，请你不要偏袒 

请你指引我们正路。〔23〕这个确是我的朋友，他有九十九只 

母绵羊，我有一只母绵羊，他却说，‘你把它让给我吧厂他在辩 

决，不要顺从私欲，以免私欲使你叛离安拉的大道；叛离安拉 

的大道#，将因忘却淸算之n而受严历的刑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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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三 萨德章 

〔27〕我没有徙然地创造人地万物，那是不信道者的猜测^悲哉! 

不信道的人们将受火刑6〔28〕难道我使信道而且行善荠，象在 

地方作恶者一样吗？难道我使敬畏者，象放肆的人~样吗？〔29〕 

文，以便有理智的人们觉悟。〔30〕我将素莱曼赐予达艽德，那 

个仆人真是优美I他确是们依安拉的。〔31〕当时，他在傍晚, 

检阅能静立、能奔驰的马队。〔32〕他说：“我的确因爱好马队而 

耽误/记赞安拉，直到太阳西落。”〔333他说：“你们将那些马 

队赶回来，于是*他就用刀宰杀/那些马队，并割下了马的腿。 

后.他归依安拉。〔35〕他说=“我的主啊！求你赦宥我，求你赏 

赐我一个非任何人所宜继承的国权.你确是博施的，〔36〕我曾 

为他制服了风，H奉着他的命令习流向他所欲到的地方.〔37〕 

我又为他制服了 -切能建筑的和能潜水的恶魔，〔38〕以及其他 

许多带脚镣的恶魔。〔39〕“这是我所特赐你的^你可以将它施给 

那里，的确获得宠爱和优笑的归宿t〔41〕你应当记忆我的仆人 

安优卜，当时，他祈祷他的主说："恶魔确己使我遭受辛苦和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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萨德章 

C43〕我啓以他的眷属，和象他们的，同齐赏赐他。那是由我降下 

的慈恩，也是由丁教海有理智的人们。〔44〕“你当亲手拿一把 

草，用它去打击一下。你不要违背胷约，我确已发现他是坚忍 

的。那仆人真优美！他确是归依安拉的。〔45〕你应当记忆我的 

仆人易卜拉欣.鉍司哈格、叶尔孤臼，他们都是有能力、冇眼光 

的^〔46〕我使他们成力真诚的人，因为他们有一种纯洁的德性 

常念后世，〔47〕他们在我那里，确是特选的，确是纯善的。 

〔4«〕你当记忆易司马仪、艾勒叶赛尔、助勒基福勒，他们都是纯 

善的。〔49〕这是一种教诲。敬毘的人们，必得享受优美的归宿 

——〔50〕永久的乐同，冈门是为他们常开的。〔51〕他们在园中， 

靠在床上;他们在网中叫人拿种种水果和饮料来。？〔52〕他们 

后得享受的s C54〕这确是我的给养，它将永不罄尽.〔55〕这 

是事实。放荡#必定耍得一个最恶的归宿一〔56〕那就是火 

的㈣样恶劣的各种饮料D〔59〕这些是与你们一齐突进的队伍， 

他们不受欢迎，他们必入火狱。〔60〕他们将说:“不然！你们. 

才是不受欢迎的，你们宵把我们诱惑到这种境地，这归坫真恶 

劣！ ”〔61〕他们将说:“我们的主啊！谁把我们诱惑到这种境地 

求你使谁在火狱中受加倍的刑罚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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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三 萨德章 

〔62〕他们将说：“有许多人，从前我们认为他们是恶人，现在怎 

我只是一个警告者。除独一至尊的安拉外，绝无应受崇拜的 

那是一个重大的消息，〔68〕你们却离弃它。C69〕当上界的众 

我必定要用泥创造一个人，〔72〕当我把他造出来，并将我 

天神全体一同叩头，〔74〕惟易卜劣厮n人，他原是4;佶逍者 

你自大呢？还是修本是高尚的呢?”〔76〕他说:“我比他高贵; 

确足被放逐的，〔78〕你必遭我的弃绝,直到报应日，〔79〕他说 

我的主啊!求你宽待我到人类复活之日。”〔80〕主说：“你必 

荣发誓，我必将他们全体加以诱惑，〔83〕惟不诱惑你的纯洁的 

仆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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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三 队伍章 

〔84〕他说4 “我的话确是真理，我只说真fib〔85〕我必以你和 

人类中顺从你的，向齐充满火狱，〔86〕你说，我不为传达使 

命而向你们索取任何报酬，我不是造谣的3〔87〕这只是对全世 

界的教海*〔88〕在一个时期之后，你们必定知道关止孩教诲的 

消息，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这本经典是从万能的、至睿的安拉降示的。〔2〕我降 

示你这本包含真理的经典，你当崇拜安拉，虔诚敬意，格守 

像为保护者的人说3 “我们崇拜他们，只为他们能使我们亲近 

安拉。，’安拉将判决他fll所争论的是非。安拉必定不引导说谎 

者1孤恩肖。C 4〕假若安拉欲收养儿女，他必从他所造的众生 

他是独一至尊的 

安拉3〔5〕他本普真理，创造天地；他截夜补^截昼补夜；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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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三 队伍章 

为你们而降赐八只牲畜。他将你们造化在你们的母腹屮，在三 

果你们忘恩t那末，安拉确是无求于你们的，他不喜悦他的 

众仆忘恩负义。如果你们感谢，那末，他喜悦你们的感谢& 

个负罪的人，不负別人的罪。然后，你们只归于你们的主，他 

要将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。他确是全知心事荇(8〕当人遭 

患难的时候，祈祷他的主，时归依他。然后f他赏赐他一种恩 

的不倍吧！你必定是居住火狱的。〔 9〕〔景况更好的，是你呢?〕 

还是在夜间专心事主，叩头立正，谨防后世，希望主恩的人 

呢？”你说：“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？惟有理智的人能觉 

〔]0〕你说：“我的信道的众仆啊！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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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伍章 

〔11〕你说，我确巳奉命崇拜安拉，虔诚敬意，恪守正教，〔12〕我 

确提惧1大日的刑罚。”〔14〕你说t “我只崇拜安拉，而且诚 

心归顺他。〔15〕你们要舍他而崇拜什么，就崇拜什么吧! ”你 

说：“亏折的人，确是复活口丧失自身和眷屑的^真的，那确 

是明显的亏折。”〔16〕他们的上面，有MM的火；他们的下面 

也有层层的火那是安拉用以恫吓他的众仆的。我的众仆 

啊!你们当敬畏我。〔I7〕那远离崇拜恶魔，而归依安拉者，得 

应当受刑罚的判决者，〔必入火狱〕，难道你述想拯救他巧 

0!0〕但敬畏主者，将来得享受楼房，楼上建楼，F临诸河，那 

是安拉的应许，安拉将不爽约& 〔21〕你不知道呜？安拉从天 

上降下雨水，然后使它渗入地里，成为杂源；然后，借它生出 

各种庄稼，然后禾苗凋零，你看它变成黄的，然后他使它变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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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三 队伍章 

道跟胸襟狭隘的人一样吗？悲战为记忆真_4■:而心硬者，这等 

人是在明显的迷误中的。〔23〕安拉曾降示最美的训辞，就是前 

汜忆安拉而安静a那是安拉的正道，他用来引导他所总欲引 

导者，安拉使谁迷误，谁就没有向导g〔24〕复活日以面部防御 

严刑的人，象不受刑罚者吗？或者将对小义者说：“你们尝试 

你们所获的果报吧！”〔25〕在他们之前的人，确已经否认了 

故刑罚从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来临他们a〔26〕安拉使他们在 

经》，以便他们敬毘d G9〕安拉设一个譬喻：一个奴隶为许多 

纷争的伙il所共有；义有一个奴隶专归一个主人；这两个奴 

知道。〔30〕你确是要死的，他们也确是要死的。〔31〕然后，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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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二四 队伍章 

冇谁比他还不义呢?难道火狱M没有不佶道#的住处吗？〔33〕 

传达实自的和承认实言的，这些人确是敬毘的。〔34〕在他们 

的主那里，他们得享受他们所欲享受的幸福。那是对行善者 

安拉使谁迷误，谁就 

没有向导；〔37〕安拉引导谁，谁也+能使他迷误的，难道安 

拉而祈祷的那些偶像，如米安拉欲加害于我，她们能解除他的 

〔39〕你说 

不久你们就要知道，〔40〕凌辱的刑罚将降于谁，永恒的刑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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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队伍章 

〔41〕我确已为世人而降示你包含真理的经典，谁遵循正道，鹿 

自受其益；谁误入歧途，谁自受其害。你绝不是他们的监护 

者。〔42〕人们到了死亡的时候，安拉将他们的灵魂取去^尚未 

到死期的人们，当他们睡眠的时候，安拉也将他们的灵魂取去 

便将他们的灵魂放回，定期。对于能思维的民众，此屮确 

有许多迹象。〔43〕不然t他们却齿安拉而要若干说情者、你说 

即使他们没有任何主权，也不了解任何事理，他们也能说情 

吗?”〔44〕你说，准许说情与否，全归安拉决定；天地的国权 

时候，不信后世者便满心厌恶；冇人提及安拉以外的众祌灵的 

时候，他们便兴高彩烈^〔46〕你说：“安拉啊！夭地的创造莕 

啊！仝知幽明行啊！你将为你的众仆而判决他们所争论的是 

非。”〔47〕假若地面上的一切都归不义#所有，再加上同样的 

份，他们必用做罚金，以赎取复活日的严刑。他们没有料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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冬二四 队伍章 

〔48〕他们生前所犯的罪恶，也将对他们M现出來;他们生前所 

嘲笑的刑罚，将来临他们D〔49〕人遭患难时，就祈祷我;一旦我 

把我的恩惠赏赐他，他便说：“我莸得这恩惠，只因我有特殊的 

知识罢了，不然!那是一种试验，但他们大半不知道。〔50〕在 

3-他们没有神益,〔51〕故他们巳遭受H己所干的罪恶的果报 

这些人中不义的人们，将遭受A己所千的罪恶的果报，他们 

绝不能逃避天遗。〔52〕难道他们还不知道叫?安拉欲使谁的给 

的众仆呀！你们对安拉的恩惠不要绝望，安拉必定赦宥一切罪 

过，他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。〔54〕在刑罚来临你们，而你们 

的最美的训辞/’〔56〕以免任何人说:“呜呼痛哉I我己怠慢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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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伍章 

〔57〕或说:“假若安拉引导我，我必定是敬畏者。”〔58〕或在看 

你妄自尊人，你变成不倍道的。C60〕g活曰，你将看到诬蔑安 

不忧愁。〔62〕安拉是创造万物的，也是监护万物的；〔63〕天 

地的钥匙，只足他的；不佶安拉的迹象者，才是亏折的。〔64〕 

你说：“无知的人啊！难道你们教我崇拜安拉以外的神灵喝?” 

〔65〕你和你以前的人，都奉到沿示说:“如果你以物配主，则你 

的善功，必定无效，而你必定成为亏折者。C66〕不然i你应当只 

复活日，大地将全在他的掌握中，诸天将卷在他的右手中，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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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四 队伍章 

〔68〕号角一响，凡在天地间的，都要昏倒，除菲安拉所意欲的。 

然后，号角冉响一次，他们就忽然站起来，东瞻西顾的。〔69〕大 

地将因它的主的光明而亮；功过簿将陈列出来；众先知和见 

不信教者，将一队一队地被赶入火狱，迨他们来到火狱前面的时 

没有来对你们宣读你们的主的迹象f并筲告你们将有今H的相会 

必受刑罚的判决。[72]或者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进火狱去，并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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赦宥者章 

赦宥者 
(阿斐尔)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八五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哈一，米〔2〕这部经典降自万能全知的 

除他外，绝无应受崇拜的；他确是最后的归宿D〔4〕只有不信 

道贲，为安拉的迹象而争沦^你+要被他们在各城市的往米 

所迷惑D〔5〕在他们之前，努哈的宗族，和后■来的各民族，都 

否认众使者，各民族都欲加害本族的使者r他们据谬妄而争论 

欲借此驳倒虑理，故我惩治广他们。我的刑罚是怎样的？ C 6〕 

不信道苦当这样受你的主的判决，他们是居往火狱的。〔7〕 

支持宝座的和环绕宝座的，都赞颂他们的主，都in信他，都为 

你是包罗万物的，求你赦宥悔过新，而且遵循你的正道者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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赦宥者章 

C8〕我们的主啊！求你让他们和他们的行善的祖先、妻子和 

子孙，一R进入你所应许他们的永久的乐园。你确足万能的 

确是至眷的。〔9 3求你使他们得免于刑罚g在那日，你使谁 

得免于刑罚，你已慈悯了谁，那确是伟大的成功，〔10〕不倍 

道者，必定要被召唤说：“安拉痛恨你们，其于你们痛恨自身 

因为你们曾被召至正信,但你们不信。”〔^他们要说，我们的 

你们否认/他的独一；如果以物配他，你们就承认那是合理 

的，故判决只归安拉一■■至尊高大的主。〔13〕他把他的迹象昭 

示你们，他为你们从天t降下给养;只有旧依者能觉悟。〔14〕 

你们当祈祷安拉,诚心顺服他，即使不信道者不愿意D〔15〕他 

所怠欲的仆人，以便他警告众人以相会之日一〔16〕他们将 

出现之U，他们的事，对安拉毫无隐匿。“今H国权是谁的?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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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赦宥者章 

安拉确是稽核神速的。〔18〕你应j以临近之日赘告他们，那 

友，也没有奏效的说情者。〔19〕他知道偷眼和心奉。〔20〕安 

拉本真理而裁判。他们舍他而崇拜的f不奉任何物而裁判。安 

拉确是全聪的，确是全明的D 3〔21〕难道他们没有在人地上旅 

绩更多；但安拉因他们的罪过时惩治了他们，他们对安拉没 

有任何保卫男\ 〔22〕那是因为我的众使者曾带着许多明证来 

的刑罚确是严厉的，〔23〕我确已派遺穆萨带舂我的迹象和明 

儿。”不信道者的计策，只在迷误中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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赦宥者章 

〔26〕法老说：“你们让我杀死穆萨！叫他祈捧他的主去吧！我 

的确怕他改变你们的宗教，或在同内作乱，〔27〕穆萨说: 

我确Li求庇于我的主，亦即你们的主，免遭不信淸筧日的一切 

D大者的佼害，〔28〕法老族中一个秘密归佶的信士说;“一个 

人把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明证昭示你们，并说‘我的主是安拉 

你们就要杀戮他吗？如果他是一个说谎者，那末，他ft受谎言 

之害;如果他是一个诚实者，那末，他所用以恫吓你们的灾难， 

〔29〕我的宗族啊i今n国权只归你们，你们在国中称雄。如 

果安拉的刑罚来临f那末，谁助我们抵抗它呢?”法老说，我 

H以我的主张指示你们，我只引导你们走上卍道/ C3G〕信道 

者说：“我的宗族啊！我的确怕你们遭遇前人所遭遇的灾难 

〔31〕如努哈的宗族，阿德人、赛莫德人，以及在他们之后的 

族啊！我的确为你们担心互相呼叫之日i〔33〕在那日，你们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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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四 赦宥者章 

〔34〕以前优素福确已将许多明证昭示你们，m你们对他所昭示 

你们的明证，依然在疑惑中，直到他死去的时候，你们还说 

安拉和众佶上看來，是很讨厌的。安拉这样封闭一切自大的 

高傲者的心。〔36〕法老说；“哈曼啊！你为我建造一座萵楼， 

穆萨的神灵;我确倍他是一个说谎者/法老的恶行，这样迷惑 

〔38〕那个妇信者又说:“我的宗族啊！你们顺从我，我就把你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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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赦宥者章 

S〔41〕我的宗族啊：怎么我召你们f得渡，而你们却召我于火 

狱呢？〔42〕你们教我不要信安拉，而以我所不知的事物配他; 

仆的，以5〕安拉保护他免遭他们所计谋的祸害，并以严刑降于 

法老的宗族；〔46〕他们朝夕受火刑。复活时来临之日，或者 

他们在火狱中互相争论，懦弱者对自大者说：“我们确已做过 

你们的顺从者,你们能替我们解除一部分火刑吗?”〔48〕自大 

若说：“我们大家的确都在火狱中，安拉确已替众仆判决了。 

〔49〕在火狱里的人对管理火狱的天神说；“清你们祈祷你们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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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赦宥者章 

〔50〕他们说：“难道你们族中的使者，没有昭示你们若f明证 

吗?”他们说，不然天神们说:“你们祈祷吧！但不信道者的 

祈祷只在迷误中，〔51〕我必定援助我的众使者和众信士，在今 

世生活中，和在众见证起立之M——〔52〕不义养的托辞无裨T 

他们之他们将遭弃绝，他们将受后世的刑罚。〔53〕我确 

巳将正道赐f穆萨，我确已使以色列的后裔继承天经，C543 

的主。〔56〕没宥真凭实据而争论安拉的迹象#,他们的胸中 

故你当求庇f真主，他确是全聪的，确是全明的。〔57〕创造 

〔58〕无眼 天地 

等的，但你们很少觉悟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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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赦宥者章 

〔60〕你们的主说：“你们要祈祷我，我就应答你们；不肯崇拜我 

的骄傲者，他们将卑贱地入火狱，〔61〕安拉为你们创造黑夜， 

以便你们安息；创造白昼，以便你们观宥；安拉对于人类，确 

是万物的创造者；除他外，绝无应受崇拜的^你们怎么如此悖 

谬呢？〔63〕否认安拉的迹象者，就是这样悖璆的。〔以〕安拉 

为你们以地面为居处，以天空为房屋，他以形象赋予你们，而 

的主。多福哉安拉！——众世界的主！〔65〕他确是永生的，除 

切赞颂，全归安拉——众世界的主M〔66〕你说=“当许多明 

证从我的主来临我的时候，我确已奉到禁令，不准我崇拜你们 

舍安拉而崇拜的i我确已奉到命令，叫我顺服众世界的主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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赦宥者章 

〔67〕他创造了你们，先用泥土，继用精液t继用血块，然后使 

你们出生为婴儿，然后让你们成年，然后让你们变成老人 

你们中脊夭折的——然后，让你们活到一个定期，以便你们明 

〔郎〕他能使人生，能使人死Q当他判决一件事的时候，他 

者怎样悖谬吗? 〔70〕他们否认天经，否认我降示众使者的迹 

象，他们不久会知道C后果的〕。〔71〕那吋，铁圈和铁链，将在 

他们的颈上，〔72〕他们将被拖入沸水中，然后他们将在火屮 

被烧灼。〔73〕然后将有天神对他们说；“你们舍安拉而崇拜的 

太得意了。〔76〕你们入火狱门而永居其中吧！自大者的住处 

真恶劣！〔77〕你当坚忍，安拉的应许确是真实的。如果我耍 

昭示你一点我用以恫吓他们的刑罚，〔那末，我对他们确是 

全能的〕；设或我使你去世，那末，他们只被召归于我， 

475 



尨-汶與决?J% 
说^麵參^^專^ 

參 ^l4=a5 i^Laj \4^^==/i 

;真〜/3^^ ^ 
岛=4^一\41^；^'翕 ^>j%^ 
述※如 \^%^3c^ al'taior 

4^SKd(^toc$^ j多J咨 

选從參…J^' 
,^tk^\^J}^j3i jS-j 義&辦以 

起卢螽;^ 
⑩ Q.^JSJb^J>^^ l|„cJ^-35^\^ 

m 



卷二四 赦宥者章 

奋我未告诉你的3任何使者，不应昭示迹象，除非获得安拉的 

许可。当安拉的命令来临的时候，众生将依真理而被判决；那 

时，反对真理的人将遭亏折D〔79〕安拉为你们创造了牲畜，以 

便你们骑乘，并食用它们的肉，〔80〕你们由它们获得许多利 

益，以便你们骑着它们，去寻求你们胸中的需要，你们用它们 

的什么迹象呢？ 〔82〕难道他们没冇在大地上旅行，因而观察 

众使者昭示他们许多明证的时候，他们因自己所有的学问而 

洋洋得意，他们所嘲笑的刑罚，遂降临他们。〔84〕当他们看 

见我的刑罚的时候，他们说：“我们只佶单独的安拉，不信我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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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^四 奉绥来特章 

第四一章奉绥来特 

这寧是虫加的，全章共计五四节a 

奉辛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哈一，米目，〔2〕这是从至仁至慈的主降下的们汞a 

〔3〕这是一部节文详明的天经，是为有知识的民众而降示的阿 

拉伯文的〔《古兰经》:h〔 4〕可以做报喜者和瞀告者;但他们大 

半退避而不肯听从d〔5〕他们说:“我们的心在蒙蔽中，不能r 

解你对我们的教导，我们的耳朵权重听；在我们和你之间有一 

他求饶。”伤哉以物配主者！〔7〕他们不纳天课，不信后世。 

C 8〕信道命且行善者必受不断的报酬J〔 9〕你说；“你们真不 

信在两日内创造大地者，而要为他树立许多匹敌吗？耶是众 

世界的主/’ClO〕他在大地上创造许多山他降福于大地，并 

预定大地上众生的食物。那些事，在整整的四天就完成/。那 

是用来答复询问荠的& CH〕然后，他志于造天，那时f夭还是 

m气。他对天地说t “你们俩顺服地，或勉强地来吧!”它俩说 

“我们俩顺服地来JV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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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奉绥来特章 

〔I2〕他在两日内创造了七层天，他以他的命令启示各天的居 

的主的预定&〔13〕如果他们退避，你就说：“我警告你们一种 

刑罚，它象阿德人和赛莫德人所受的刑罚一样。”〔14〕当时，众 

必定不信你们所奉的使命，〔15〕至于阿德人，他们不该在地 

方上妄自荨大，他们说：“谁比我们能力更强大呢?”难道他们 

不知道创造他们的安拉比他们更强大吗？他们否认了我的许 

多迹象，〔16〕我使暴风在若干凶日里伤寄他们，使他们在今世 

生活中尝试凌辱的刑罚，而后世的刑罚，确是更凌辱的，他们 

将不获援助&〔17〕至于赛莫德人，则我曾引导他们，但他们 

了他们。〔18〕我曾拯救了信道而敬畏者^ 〔19〕在那日，安拉 

的敌人将被召集到火狱去。他们是受约束的。〔20〕待他们来 

到火狱的时候，他们的耳H皮肤将作证他们的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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冬二四 奉绥来特章 

〔21〕他们将对自己的皮肤说：“你们为什么作不利于我们的见 

证呢？”它们将说：“能使万物说话的安拉，C使我们说话了 

他初次创造你们，你们只被吞归于他，C22〕过去，你们没有防 

不知道你们所作的许多事情。〔23〕你们对于你们的主所怀的 

能忍受，那末，火狱就是他们的住处；如果他们邀恩、原涼，那 

末，他们绝不得邀恩J〔25〕我已为他们预定许多魔伴，而那些 

魔伴，以他们生前或死后的事情迷惑他们，他们应当受刑罚的 

判决，而入于以前逝去的精灵和人类的若干民族之中，而预言 

对他们实现，他们确是亏折#。〔26〕不信道者说=“你们不要 

听这《古兰经》，你ff]应当扰乱诵经的声昏，或许你们将获得胜 

利。”〔27〕我必使不信道者尝试严厉的刑罚，我必以最劣的报 

酬报荇他们的罪恶。〔28〕那就足安拉的敌人所受的报酬 

火狱，他们在火狱中有永久的住宅，那是因为报酬他们否认我 

的迹象。〔29〕不信道者说s “我们的主啊！求你昭示我们那些 

曾使我们迷误的精灵和人类，让我们将他们踏在我们的脚下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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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四 奉绥来特章 

〔30〕凡说过“我们的主是安拉 然后遵循正道者，众天神将 

来临他们，说，你们不要恐惧，不要忧愁，你们应当为你们被 

护者。你们在乐园里将享受你们所爱好的一切，你们在乐园 

里将享受你们所要求的一切。C323那是至仁至慈的主所赐的 

宴飨，〔33〕召人信仰安拉f力行昔功,并且说我确是穆斯林 

的人，在言辞方曲，有谁比他更优美呢？ 〔34〕善恶不是一样 

的。你应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对付恶劣的品行，那末，与你 

相仇者，忽然间会变得亲如密友。〔35〕唯坚忍荞，获此美德， 

唯有大福分者，获此美徳。〔36〕如果恶魔怂恿你，你应当求庇 

的迹象。你们不要向日月叩头，你们应当向创造那些迹象的 

安拉叩头，如果你们是崇拜他的话。〔38〕如果他们自大，那 

倦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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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四 奉绥来特章 

〔39〕你看大地是干枯的，当我降下雨水的时候，它便活动而膨 

胀起来，这也是他的迹象。能使大地复活者，必能使死人复活, 

起来，不让我看见他们^是在复活U被投入火狱者好呢？还是 

他确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，〔41〕不信G降临的教诲者f〔我要 

惩罚他〕那教诲确是坚固的经典，〔42〕虚伪不能从它的前后 

不过是以往对众使荇说过的谰言，你的主，确是有赦宥的，确 

是有痛惩的。〔44〕假若我降示一部外国语的《古兰经h他们 

必定会说：“怎么不解释其中的节文呢？ 一部外国语的经典和 

个阿拉伯的先知吗?”你说：“它是信道者的向导和药方：不 

的。”〔45:我确巳把天经授子穆萨，但众人为那天经而分歧，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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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绥来特章 

怀孕和分娩，无一不在他的洞鉴中&在那f],他将问他们: 

你，我们中绝没存一个人能作证这件事。”〔48〕他们生前所祈 

祷的，将M避他们，他们将确e自己无所逃罪。〔49〕人祈福不 

厌，一遭祸患就灰心绝望3〔50〕他遭遇患难之后，如果我使他 

尝试从我降下的恩惠，他必定说：“这是我用工作换来的。我 

不信复活时会到来。如果我被召去见我的主，则我在他那 

里必受至善的报酬我必将不信道齐的行为告诉他们，我必 

告诉我吧！如果《古兰经》逛从安拉那里降示的，而你们不佶 

《古兰经》确是真理。难道你的主能见证万物还不够吗？〔50 

真的，他们的确怀疑将来是否要与他们的主会曲。真的，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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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商章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五三节，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C1〕哈一，米0，〔2〕阿尼，西尼，戛弗，〔3〕万能的、至 

睿的安拉，这样沿示你和你以前的众先知。〔4〕天地万物 

都是他的1他确是至高的f确是至大的。〔5〕诸天体几乎从 

的人，安拉是监视他们的，你绝不是他们的监护者〔7〕我 

园中，一部分人将在烈火屮。〔8〕假若安拉意欲，他必使他 

们信奉同一的宗教，但他使他所怠欲者入于他的恩惠中；不 

择取保护者呢?安拉才是保护者，他能使死莕复活，他对于 

万事是全能的。〔10〕无论你们争论什么事，都耍们安拉判 

那是安拉，是我的主，我只信托他，我只归依他^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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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商章 

〔11〕他是天地的创造#,他以你们的R类为你们的妻子；使 

你们的牲畜同类相配；他借此使你们蕃殖。任何物不似象他。 

他确是全聪的，确是全明的。〔12〕天地的宝藏，只是他的；他 

欲使谁的给养宽裕，就使他宽裕；欲使谁的给养窘迫，就使他 

窘迫；他是全知万物的J〔13〕他已为你们制定正教，就是他 

撒的宗教。你们应当谨守正教，不要为正教而分门别户。以物 

欲者招致于正教，将归依他荞引导于真理6 〔14〕知识来临他 

们后，他们才为互相嫉妒而分派别h假若不是因为你的主已 

预先说过要延期惩治，那末，他们必Q受裁判了。在他们之后 

你应当召人于此道，你应当谨遵天命，常守正道，不要顺从他们 

的私欲。你说:“我确信安拉所降示的经典，我奉命公〒待遇你 

的归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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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商章 

CK〕众人既应召而信奉安拉的宗教后，为它而辩驳考，据他 

们的主看来，他们的证据是无效的，他们应当遭谴怒，并受严 

它早H实现；而确信它的人们却怕它早日实现，并且知道它 

是真实的^真的，为复活时而争辩的人们，的确在不近情理的 

迷误之中，〔I9〕安拉是慈爱他的众仆的：他供给他所欲供给 

就加增谁的收获I谁欲得今世的收获，我就给谁一点今世的 

收获；他在后世，没有份儿。〔21〕难道他们W许多配主，曾 

见不义的人们为他们所犯的罪恶而恐惧，那些罪恶的惩罚必 

地中，在他们的1!那里，他们得享受他们所欲享受的；那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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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商章 

谁行一件善事,我要加倍地报酬谁。安拉确是至赦的,确是善 

报的D C24〕不然，他们说：“他假借安拉的名义而捏造。”如果 

理，他确足全知心事的。〔25〕他准许他的众仆悔过，他饶恕 

如果安拉使他的仆人们得亨受宽裕的给养,他们必在大地上 

确是彻知的，确是明察的。〔28〕他在他们绝望之后，降下时雨 

广施了他的恩惠，他确是保护者> 确是叫颂的。〔29〕他的迹象 

地将他们集合在一起。〔30〕凡你们所遭遇的灾难，都是由T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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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商章 

是在海中象山岳一般的船舶。〔33〕如果他 〔32〕他的迹象之 

感谢者，其中确有许多迹象。〔34〕他或因他们所作的罪恶，而 

使那些船舶沉没；他恕饶许多人的罪过。〔35〕为我的迹象而 

争论的人们，知道他们自己绝无处逃罪。〔36〕凡你们所受赐 

的，无论什么，都是今世生活的享受&在安拉那里的报酬，是 

也归于远离大罪和丑事，R在发怒时能赦宥者；〔38〕也归于应 

答主的号召，且谨守拜功荇；他们的事务，是由协商而决定的 

他们分舍我所赐予他们的；〔39〕也归于能反抗自己所遭的侵害 

报酬谁。安拉确是不喜爱不义者的^ 〔41〕受人欺侮而进行报 

复的人们，是无可责备的。〔42〕应受责备的，是欺侮他人、并 

且在地方上蛮横无理者；这些人将受痛苦的刑罚。〔43〕凡能 

忍受而加以赦宥者，他们的那种行为，确是应该决心做的事情。 

W4〕安拉使谁迷误，在安拉的弃绝后，谁没有任何保护者&你将 

来要看见不义养眼见刑罚时说:“还有返回〔尘世〕的途径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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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商章 

U5〕你将来要看见他们身临火刑，为卑贱而恭敬，暗中偷看 

信道者将说:“亏折的人们，在复活a确是丧失自身和家属的6 

真的，不义者必在永恒的刑罚中。〔46〕除安拉外，他们将没冇 

任何朋友援助」也CU安拉便谁迷误，谁没有道路。U7〕在不 

可抗拒之日，从安拉降临以前，你们应当应答你们的主。在 

那曰，你们绝没有逃避的地方，也绝不能抵赖。U8〕如果他们 

退避,那末，我没有派你做他们的监护者，你只负通知的责任 

我使人类尝试从我发出的恩惠的时候，他们因恩惠而快乐;他 

们因为曾经犯罪而遭难的时候，人类确是孤恩的。〔49〕天地 

的国权，归安拉所有&他欲创造什么，就创造什么；欲给谁女 

孩，就给谁女孩;欲给谁男孩，就给谁男孩；〔50〕或使他们兼生 

知的，确是全能的J〔51〕任何人也不配勺安拉对话，除非启 

或从帷幕的后面，或派一个使#，奉他的命令而启示他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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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饰章 

第四三章(篇赫鲁I弗) 

C1〕哈一，米tu〔2〕以明白的经典盟誓，〔3〕我确已以 

此为阿拉伯文的《古兰经》，以便你们了解^ 〔4〕在我那里 

的天经原本中，它确是高尚的，确是锊智的。〔5〕难道因为你 

们是过分的民众，我就使你们不得受教训吗？ 〔6〕我曾派造 

许多先知去教化古代的民族，〔7〕每有先知来临他们的时候 

他们都加以愚弄.〔8〕我曾毁灭了比你的宗族更强横者，先 

你们的安息之所，他为你们在大地上开辟许多道路，以便你 

们达到旅行的H的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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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饰章 

〔11〕他从天t降下有定量的雨水，借雨水而使已死的地方复 

活< 你们将来要这样从坟墓中被取出。n2〕他创造万类T而 

以船舶和牲畜供你们骑乘，〔13〕以便你们端平在上面D然后 

在端坐的时候，想着你们主的恩典，并且说：“赞颂安拉，超绝 

们必定归于我们的主D”〔15〕他们把他的一部分仆人，当作他 

的分子；人确是明显的孤恩者。〔16〕难道他从自己所创造的 

众生中d取女儿，而以男儿专归你们吗？ 〔17〕他们妄言至仁 

主有女儿，何他们屮的一个人听说自己的妻子生女儿的时候 

他的脸色变成暗淡的，而且他是拗怒的。〔18〕在饰中长大, 

且不能雄辩者，难道他们以她归安拉吗？〔19〕众天神本是安拉 

的奴仆，他们却以众天神为女性。他们曾见证安拉创造众天 

神吗？他们的见证将被记录下来，他们也将被审问。〔20〕他 

此说，毫无认识；他们只是在说谎话。〔21〕难道以前我曾赐 

他们一本天经，而他们是坚持那本天经的D 〔22〕不然，他们 

说：“我们确已发现我们的祖先是信奉一种宗教的，我们确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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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饰章 

〔23〕在你之前，毎逢我这样派逍瞥抟者到一个城市i,那里的 

我们确是遵循他们的遗迹的/1〔24〕他说：“即使我M示你们一 

种比你们祖先的宗教更为崇正的宗教，你们还要遵从你们的祖 

先吗?”他们说；“我们确是不信你们所奉的使命的，〔25〕故我 

惩罚了他们，你看看否认正道者的结局是怎样的！ 〔26〕当时 

易卜拉欣对他的父亲和宗族说：‘‘我S你们所崇拜的，确足没 

有关系的，〔27〕惟创造我的主则不然，他必定要引导我，C28〕 

些人和他们的祖先享受，H到真理降临，及宣道的使者诞生。 

城的要人呢?”〔32〕难道他们能分配你的主的恩惠吗？我将他 

们在今世生活中的生计分配给他们，我使他们彼此相趋若干 

级，以便他们层M节制。你的主的恩惠比他们所积蓄的更优笑 

〔33〕若不是为防世人变为一教，我必使不佶至仁_4£的人们的 

房屋变成有银顶的，和银梯的，以便他们登临其上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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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饰章 

〔35〕并将他们的房屋变成有金饰的&这些无非是今世生活的享 

受;在你的主那里的后世，是专归敬畏者的。〔36〕谁|是无视 

〔37〕那些恶魔，妨碍他们遵循正道，而他们却以为自Q是遵循 

正道的。〔38〕待无视者来到我那里的时候，他对他的朋友说: 

你们曾行不义，所以今日这种愿望对亍你们绝无裨益。因为你 

明显的迷误中的人吗？〔41〕如架我使你弃世，那末，我将来必 

定要惩罚他们；〔42〕设或我要昭示你我所用以普告他们的刑 

那末，我对他们，确是全能的D 〔43〕所以你应当坚持你所 

受的启示，你确是在」E道上的。〔44〕《古兰经》确是你和你的 

宗族的荣誉，你们将来要被谢问。〔45〕你问问在你之前所派遣 

的众使者，我曾否在至仁主之外指定许多神灵供人崇拜^〔46〕 

们，他说:“我确是众世界的主的使者/〔47〕当他把我的许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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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^-6, 金饰章 

U8〕我所昭示他们的迹象，一件比一件大0我曾以刑罚惩治 

他们，以便他们悔悟。U9〕他们曾说：“术士啊！请你为我们 

道。”〔50〕当我解除他们所遭的刑罚的时候，他们立刻爽约。 

〔51〕法老曾喊叫他的百姓说:“我的白姓啊!密斯尔(埃及)的同 

C53〕怎么没 !■ 

有黄金的手镯，加在他的手上呢？或者是众天神同他接踵降 

临呢?”〔54〕他曾鼓动他的百姓，他们就服从他；他们确是 

悖逆者。〔55〕当他们触犯我的时候，我惩治他们，故使他们 

统统淹死，〔56〕我以他们为后人的鉴戒^〔57〕当麦尔彦的 

儿f被举为例的时候，你的宗族立刻喧哗，〔58〕他们说:“我 

举他为例，不然，他们是好辩的民众，〔59〕他只是一个仆人 

我赐他恩典，并以他为以色列后裔的示范。〔60〕假若我意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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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饰章 

他确是你们的明敌。〔63〕当尔撒带着许多明证来临的时候，他说= 

部分律例^故你们应当敬畏安拉，应当服从我。〔64〕安拉确足我 

们内中各教派的人，彼此纷争。哀哉不义的人们！将来要受痛 

〔66〕难道他们R企望未H时刻个知不觉 

地忽然来临他们么？〔67〕在那M，一般朋友将互相仇视，惟 

敬畏者则不然。〔68〕“我的众仆啊！今日，你们没冇恐惧，也 

没冇忧愁，” 〔69〕他们曾归信我的迹象，他们原是顺服的, 

和金杯，在他们之间挨次传递。乐园中有心所恋慕，眼所欣赏的 

的乐园^〔73〕你们在其中f将有许多水果，供你们取食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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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^5. 金饰章 

〔74〕罪人们将来必永居于火狱的刑罚中，〔75〕那刑罚不稍减 

〔77〕他们将喊叫说:“马立克啊！清你的主处决我们吧〖”他说: 

“你们必定要留在刑罚中，〔78〕我确巳把真理昭示你们,但你 

们大t是厌恶真理的r〔79〕他们巳决定一件事了吗？我也必决 

定一件事3〔80〕他们以为我听不见他们的秘密和私议吗？不然 

我的天使们就在他们的跟前，记录他们的言行。〔81〕你说:“如 

谈吧！让他们嬉戏吧!直到他们看到他们被警告的日子。〔84〕 

他在天上是应受崇拜的，在地上也是应受崇拜的；他确是至衧 

们舍他而祈涛的，没有替人说m的权柄；惟依真理而作证，且 

深知其证辞的人们，则不然a 〔87〕如果你问他们，谁创造他 

们，他们必定说:“安拉。”他们是如何悖谬的呢!〔88〕他说:“我 

的主啊！这些人确是不倍道的民众/〔89〕你应当原谅他们，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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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雾章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五九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哈一，米目^〔2〕以明确的经典盟誓，〔3〕在一个吉 

祥的夜间，我确G降示它，我确是替告者。C 4〕在那夜里，一 

切齊智的事，都被判定，〔5〕那是按照从我那里发出的命令的。 

我确是派逍使春的。〔6〕那是由于从你的主发出的恩惠。他 

确是全聪的，确是全知的。〔7〕他是天地万物之主，如果你 

们是坚信若u〔8〕除他外，绝无应受崇拜的，他能使死者生f 

能使生者死，他是你们的主，也是你们祖先的主。〔 9〕不然，他 

们是在疑惑中的，是游戏的。〔10〕你应当等待烟雾漫天的R子, 

〔11〕那烟雾将笼罩世人，他们说:“这是一种痛苦的刑罚。〔12〕 

我们的主啊〖求你为我们解除这种刑罚，我们确是信道的。” 

〔13〕他们怎能觉悟呢？显赫的使者，确已来临他们，〔14〕而 

他们却鄙弃他g他们说：“他是受教的，是疯狂的/〔15〕我必 

定要暂时解除这种刑罚，你们必定复返于悖逆。〔16〕我进行最 

大的袭击之日，我必定要惩罚他们J〔17〕在他们之前，我确已 

考验了法老的白姓。有一个高贵的使者来临他们，〔18〕说：“你 

们把安拉的仆人们交给我吧！我确是一个忠实的使者，奉命 

来教化你们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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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雾章 

说：“这等人，确是狃罪的民众。”〔23〕〔主说〕：“你带着我的众 

仆在夜间出走吧！你们必定要被追赶a 〔24〕你让海水保持平 

静，他们必定是被淹死的军队。”〔25〕他们曾抛下若干园圃和 

泉源，〔26〕庄稼和美宅，〔27〕以及他们所享受的福泽f〔28*1结 

局是这样的:我曾使别的民众继承他们，〔29〕天地没有哭他 

们，他们也没奋获得缓刑，〔30〕我确已使以色列的后裔摆脱了 

的。〔32〕我确己本真知而选拔他们，使他们超轶各民族，〔33〕 

我赏赐他们许多迹象，都是有明显的试验的。〔34〕这等人必 

定要说：〔35〕“我们只有初次的死亡，我们不会复活&〔36〕你 

们把我们的祖先召唤回来吧，如果你们是说实话的，〔37〕他 

的许多民族，我已加以毁火了；闪为他们确是犯罪者。〔38〕我 

没有以游戏的态度创造天地万物，〔39〕我只本真理而创造之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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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雾章 

〔40〕甄别确是为他们全体预定的口期。〔41〕在那日，朋友 

对于朋友，毫无裨益，他们也不蒙援助；〔42〕惟安拉所怜恤荇 

确是罪人的食品，〔45〕象油脚样在他们的腹中沸腾，〔46〕象开 

水一样地沸腾。〔47〕〔主说〕“你们捉住他，然后，把他拖入火狱 

中，〔48〕然后，再把沸水的刑罚倾注在他的头h! ”〔49〕“你尝试 

吧！你确是显赫的，确是尊贵的！〔50〕这C刑罚〕确是你们生前 

所怀疑的/〔51〕敬畏者必定要住在安全的地方——〔52〕住在 

乐园之中，住在泉源之滨，〔53〕穿着绫罗绸缎，相向而坐。 

侣。〔5S〕他们在乐园中，将安全地索取各种水果。〔56〕他们在 

成功。〔58〕我以你的语言，使《占兰经》成为易解的，只为希望 

〔59〕你等待吧，他们确是等待着的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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屈膝章 

的。〔3〕天上地上，在信道ft看来确脊许多迹象。〔4〕安拉创 

造你们，并散布各种动物，在坚信者看来，其中有许多迹象。 

〔6〕这些是安拉的迹象，我本真理而对你叙述它。在安拉的 

训辞和迹象之后，他们还要信什么训辞呢？〔7〕哀哉每个妄 

言的多罪者！ C 8 ：)他听见别人对他宣读安拉的迹象时，便自大 

而固执，好象没有听见似的，所以你应当以痛苦的刑罚向他报 

喜，〔9〕当他知道我的一点迹象的时候，就把它当作笑柄。这 

的，对于他们，毫无裨益;他们舍安拉而认为保护神的，对于他 

洋，以便船舶奉他的命令而航行，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，以 

便你们感谢。C13〕他为你们而制服天地万物，对T能思维的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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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^* 屈膝章 

拉因民众的善行而赐以报酬。〔15〕行善者自受其益，作恶者自 

受其害。然后，你们要被召归于你们的主^〔〗6〕我确已把天经、 

教规、预言，赏赐以色列的后裔，井以佳美的食品供给他们，且 

使他们超轶各民族。〔17〕我曾昭示他们关于此事的许多明证， 

他们在知识降临他们之后，才因互相嫉妒而争论。复活日，你 

的主必定判决他们所争论的是非。〔18〕然后，我使你遵循关于 

此事的教法。你应当遵守那教法，不要顺从无知者的私欲 

U9〕他们必定不能为你抵御安拉的刑罚一丝毫。不义者必定 

互相监护；安拉是监护敬畏者的。〔20〕这足世人的明证，也 

他们和信道而II行善养一样，而使他们的生死相等吗？他们 

的判断真恶劣！ 〔22〕安拉本真理而创造天地，以便每个人都 

因其行为而受报酬，他们将来不受亏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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屈膝章 

〔23〕你告诉我吧！以私欲为主宰的人，安拉使他明知故违地迷 

误r并封闭他的耳和心，在他的眼上加翳膜；安拉使他迷误之 

后，谁还能引导他呢？难道你们不觉悟吗？ 〔24〕他们说，只 

有我们的今世生活，我们死的死，生的生，只有光阴能使我们 

消灭。”他们对于那事，一无所知，他们专事猜测。〔25〕有人对 

他们宣读我的明敁的迹象的时候，他们只是借口说：“你们把 

我们的祖先召唤回来吧，如果你们是说实沾的，〔26〕你说;“安 

拉使你们生，然后使你们死，然后在毫无疑义的复活日集合 

你们；怛世人大半不知道/’〔27〕天地的国权，归安拉所有^呈 

活时来临之日，反对真理者将受亏折。〔28〕你将来会看见，每 

它对你们秉公作证。我确已下令记录你们的行;〔30〕至于 

信道而且行善者，他们的主要使他们入于他的恩惠中，那确是 

明显的成功。〔3〗〕至于不信道者，〔我说“难道没有人对你们 

宣读过我的迹象吗？但你们自大，你们原是犯罪的民众，〔32〕 

有人说:“安拉的应许，确是真实的；复活时是毫无疑义的，你 

们就说：“我们不知道复活时是什么，我们只猜想那或许是要 

发生的，但我们并不确信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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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^■六 沙丘章 

〔33〕他们所作的罪恶，将来要对他们显现；他们所嘲笑的刑 

罚，将来要来临他们久34〕或者将对他们说：“今H，我忽视你 

们，如你们以前忽视今日的相会一样。你们的归宿是火狱，你 

们绝没有援助者。〔35〕那是由于你们把安拉的迹象:!1作笑柄 

少世的生活欺骗了你们的缘故，今日，他们不被放出火狱，也 

〔36〕 

第四六章（#哈戛弗)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三五节a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哈一，米目。〔2〕这本经是从至能至稃的安拉降示 

定期.不信道的人们不顾他们曾受警告的刑罚，〔 4〕你说: 

“你们告诉我吧！你们舍安拉而祈祷的那些偶像怎么应受祟拜 

呢？你们告诉我吧！ 他们曾独创造了大地的哪一部分呢? 

还是他们曾与安拉共同创造诸天呢？你们昭示我此经之前的 

本天经，或残存的古学吧，如果你们是说实话的，〔 5〕他们 

的祈祷的偶像，有谁比他们更迷误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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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沙丘章 

〔 6〕当众人被集合的时候，那些被崇拜的f要变成那些崇拜者 

的仇敌，并且否认己曾受过他们的崇拜^ C 7〕有人对他们诵 

读我的明显的启示的时候，不倍道的人们评论刚降临他们的 

真理说s “这是明显的魔术。”〔8〕他们甚至说：“他伪造《古兰 

经》。”你说;“如果我伪造《古兰经》，那末,你们不能为我抵御安 

拉的一点刑罚。他全知你们对于《古兰经》的诽谤，他足为我和 

你们之间的见证。他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9〕你说^我 

不是破天荒的天使；我不知道我要遭遇什么，也不知道你们要 

者，〔10〕你说:“你们告诉我吧！如果《古兰经》是从安拉那里降 

其相似而信奉之，你们却不屑信奉一'〔那末，谁比你们更迷误 

信教的人们说：“假荇那是一件#事，他们不得在我们之前倍奉 

它，他们沒有因«古兰经》而遵循正道，[故f他们的偏执巳显 

〔12〕在它之前，有穆 

萨的经典做世人的准绳和恩惠。这是+本阿拉伯文的经典，能证 

〔13〕那些说过："我们的主是安拉，”然后遵循正道的人们 

将来没有恐惧f也不忧愁；〔H〕这等人，是乐网的居民，将永 

居其中；这是为了报酬他们的行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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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沙丘章 

〔15〕我曾命人孝敬父母；他的母亲，辛苦地怀他，辛苦地生他， 

他受胎和断乳的时期，共计二十个当他达到壮年，再达到 

善我的后裔。我确已向你悔罪，我确是一个顺服者。”〔16〕这 

等人，我接受他们的善功，我赦宥他们的罪恶，他们将成为乐 

代，确已逝去了。”他们俩向安拉求援，并且说:“伤哉你！你 

道吧r安拉的应许，确是真实的! ”他说:“这只是古人的故事。 

〔18〕这等人，应当受刑罚的判决，而入于以前逝去的精灵和人 

类的各民族之中；他们确是亏折的&〔19〕他们将因自己的行 

为而各有若干等级，以便安拉对他们的行为给予完全的报酬， 

他们+受亏枉，〔20〕不倍教的人们遭受火刑之日，或者将对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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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丘章 

你们应该只崇拜安拉，我的确怕你们遭受茧大日的刑罚 

〔22〕他们说=“你来阻止我们崇拜我们的众神灵吗？你昭示我 

们你所用以恫吓我们的刑罚吧！如果你是说实话的！ ”〔23〕 

他说：“只有安拉知道刑罚何时降临你们，我只能把我的使命 

传达给你们，但我以为你们是无知的民众。”〔24〕他们看见天边 

有一朵云，向着他们的山谷移动f他们说:“这朵云会降雨给我 

刑罚。〔25〕它奉它的主的命令而毁灭一切 旦之间，不见他 

把没有赏赐你们的地位赏赐了他们，我曾赋予他们聪明窨转| 

的迹象，所以他们一向所嘲笑的刑罚降临他们了。〔27〕我确 

已毁灭你们四邻的城市^我反复昭示各种迹象，以便他们悔 

〔28〕他们舍安拉而奉为神灵，以求亲近安拉的偶像，怎 

么不相助他们呢！不然，他们巳M避他们了。那是他们的妄 

也是他们所伪造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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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■六 沙丘章 

〔29〕当时，我曾使一伙精灵，走到你面前，来諍听《古兰经X当 

他们来到了他面前的时候，他们说：“大家静听吧!”诵读既毕， 

他们就回去辔告他们的宗族，〔30〕他们说，我们的宗族啊！我 

们确巳听见一本在穆萨之后降示的经典，它能证实以前的天 

经，能指引真理和正路。〔31〕我们的宗族啊！你们当应答真主 

的号召者，而归信安拉，安拉将赦宥你们的一部分罪过，并使 

你们得免于痛苦的刑罚。〔32〕不应答安拉号召者的人，在大地 

上绝不能逃避天谴，除安拉外，他们绝无保护者，这等人是在 

使死者复活的9难道他们不知道吗？是的，他对于万事是全能 

的。〔34〕不信道的人们遭受火刑之日，或者将对他们说：“难 

道这刑罚不是真实的吗，他们将说；“是真实的，以我们的主 

盟耆!”他将说:“你们尝试刑罚吧!因为你们没有信道。”〔35〕 

你应当坚忍,如冇决心的众使#那样坚忍，你不要要求他们所 

应得的刑罚早N实现。他们眼见自己所被恐吓的刑罚之日，他 

们将觉得仿佛在尘世只在白昼逗留过片刻。这是-个通告。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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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穆罕默德章 

这章是麦地那的，全章共计S八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不信道而且妨碍主道的人们，安拉将使他们的善功 

无效〆2〕信道而行善，且信仰降示穆罕默德的天经者一- 

那部天经是从他们的主降示的真理——安拉将赦宥他们的罪 

恶，改善他们的状况^〔3〕那是由于不信道的人们遵守虚伪， 

而信道的人们遵守从他们的主降示的真理。安拉如此为众人 

设许多臂喻。C 4〕你们在战场上遇到不信道者的时候f应当斩 

杀他们，你们既战胜他们，就应当俘虏他们；以后或释放他们， 

或准许他们赎身，直到战争放下它的重担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 

假若安拉意欲，他必惩治他们;但他命你们抗战，以便他以你 

〔5〕他要引导他们t并改善他们的状况，〔6〕且使他们入乐园 

——他已为他们说明那乐园了。〔7〕信道的人们啊！如果你们 

相助真主，他就相助你们#并使你们的脚步稳固。〔8〕不信道 

的人们，将一蹶不振，安拉将使他们的善功无效，〔9〕那是因 

为他们伏恶安拉所降示的经典，故他将使他们的善功无效夕 

〔10〕难道他们没有在大地上旅行，以观察前人的结局是怎样 

的吗？安拉已毁灭了他们。不信道的人们，将有同样的结局 

那是因为安拉是信道的人们的保护者；不信道的人们，绝 

无保护者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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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穆罕默德章 

归宿。〔13〕有许多城市，其居民的势力，胜过那驱逐你的城市 

主降示的明证者，与那为自己的恶行所迷惑，而且顺从私欲者 

是一样的吗？〔15〕敬毘的人们所蒙应许的乐园，其情状是这样 

的;其中有水河，水质不腐；有乳河，乳味不变;有酒河，饮者称 

者说："刚才他说些什么?”这等人，安拉已封闭他们的心，他们 

顺从私欲/]7〕遵循正道者，安拉要更加引导他们，并将敬畏的 

报酬赏赐他们。〔18〕难道他们要等待末日忽然来临他们么 

铲他们那里还会有效呢！〔19〕你应当知道，除安拉外，绝无应 

受崇拜的，你应当为你的过失而求饶，井应当为众信土和众信 

女而求饶。安拉是全知你们的活动和归宿的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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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穆罕默德章 

〔20〕信道的人们说，怎么不降示一章经呢？”当一章明确的经 

象临死时昏晕的人那样瞪着眼看你。伤哉他们！ 〔21〕服从和 

于安拉，那对千他们是更好的。〔22〕假若你们执政，你们会不 

会在地方上作恶，并断绝亲戚的关系呢？〔23〕这等人，是安拉 

所弃绝的，故他使他们变聋，使他们变瞎。〔24〕他们怎么不沉 

思《古兰经》呢？难道他们的心上有锁？〔25〕认清正道，然后 

叛道者，恶魔怂恿他们，并宽慰他们。〔26〕那是因为他们曾对 

那些厌恶安拉所降示的迹象者说f “对于一部分的事情，我们将 

顺从你们。”安拉知道他们的隐情。〔2?〕当众天神打着他们的 

脸和背，而使他们死亡的时候，他们将怎么办呢？〔28〕那是因 

为他们顺从那触犯安拉的事物，并厌恶他所喜悦的事物，故 

揭穿他们的怨恨么 

509 





私六 穆罕默德章 

〔30〕假若我意欲，我必定使你知道他们，你必定借他们的仪 

损伤安拉一丝毫，他要使他们的善功无效J〔33〕信道的人 

安拉绝不赦宥他们。C35〕你们不要气馁，不要求和，你们是占 

优势的，安拉是与你们M在的，他绝不使你们的善功无效。〔36〕 

今世的生活，只是游戏和娱如果你们信道，并且敬畏他， 

他要将你们的报酬赏赐你们。他不索取你们的财产。〔37〕如 

果他勒索你们的财产，你们就要杏啬，那吝啬要揭穿你们的怨 

恨。〔38〕你们这等人啊【有人劝你们为主道而费用，你们中 

却有吝啬的。吝啬的人自受吝啬之害。安拉确是无求的，你们 

确是有求的，如果你们违背命令，他就要以别的民众代替你 

们，然后，他们不象你们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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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六 胜利章 

这章是麦地那的，全章共计二九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我确巳赏赐你一种明显的胜利，〔2〕以便安拉赦宥 

你已往的和将来的过失，并完成他对你的恩典，且昭示你一条 

在信士们的心中，以便他们信念上加信念——天地的军队, 

只是安拉的，安拉是全知的，是至睿的^<5〕以便他使信士 

和佶女们入下临济河的乐园,而永居其中，并赦脊他们的罪恶 

和女人，和以物配主的男人和女人，就是对安拉作恶怠猜想的 

人，恶运只降临他们，安拉遗怒他们，弃绝他们，并为他们预 

拉是万能的 

贲，怍警告行，〔9〕以便你们归信安拉和使者，并协助他，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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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六 胜利章 

安拉的手是在他们 f 

的手之上的。背约者，自受背约之害；实践与真主所订约者， 

干涉安拉一丝毫？如果他要降祸于你们，或降福于你们。安 

拉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。〔12〕你们猜想使者和信士们永不回 

等不信者预设火狱了〔14〕天地的国权，归安拉所有，他要 

赦宥谁，就赦宥谁;要惩罚谁，就惩罚谁。安拉是至赦的，是至 

慈的^〔15〕留在后方的人们，当你们为获取战利品而出发的 

时候，他们将说：“让我们跟你们去吧!”他扪欲变更安拉的判 

辞&你说：“你们绝对不得跟我们去，以前，安拉已这样说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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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六 胜利章 

剽悍的民众，或他们归顺^如果你们服从C命令〕，安拉就以优 

美的报酬赏赐你们；如果你们还象以前那样规避，他就使你们 

受痛苦的刑罚。” an瞎子无罪，跛子无罪，病人无罪。谁服 

从安拉和使者，安拉要使谁入那下临诸河的乐园；谁规避他 

他们在那棵树下与你订约，他已知道他们的心事f故降镇静 

ih敌人对你们下手，以便这战利品作为信士们的一种迹象，以 

便安拉昭示你们一条正路p〔21〕别的战利品，你们尚未能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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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^六 胜利章 

〔24〕他曾制止他们对你们~F手，也制止你们在战胜他们之后 

在麦加山谷中对他们下手，安拉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。〔25〕他 

的男子和女子，而你们因此无知地犯罪，那末，他不制止你 

们。安拉制止你们，以便他使他所意欲者入于他的恩惠之屮。 

假若他们是散居的，我必使他们中不信道的人们受痛苦的刑 

候，安拉曾降镇静给使者和信士们，使他们坚持敬畏辞。他们 

的& 〔27〕安拉确Q昭示他的使莕包含真理的梦兆，如果安拉 

意欲，你们必定平安地进入禁寺，有的人剃头，宥的人剪短发, 

你们将永不恐惧。安拉知道你们所未知道的，故在那件事之 

使者*以便他使真教胜过一切宗教D安拉足为见证者^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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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寝室章 

〔29〕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，在他左右的人，对逆徒是严仿的， 

对教胞是慈祥的d尔看他们鞠躬叩头，要求安拉的恩惠和喜悦， 

他们的标记就在他们的脸上，那是叩头的效果。那是他们在《讨 

拉特》中的普喻&他们在《引支勒》中的替喻，是他们象一棵庄 

稼，发出支条，而他助它长大，而那支条渐渐茁壮，终于固定在 

第四九章 

这章是麦地那的，全章共计一八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C 1〕信道的人们啊！你们在安拉和使者的面前不要先做 

任何一件事，你们应当敬畏安拉I安拉确是全聪的，确是全知 

的a〔2〕佶道的人们啊！不要使你们的声音高过先知的声音 

不要对他高声说话，犹如你们彼此间高声说话那样，以免你们 

的善功变为无效，而你们是不知不觉的/ 3〕在使者的面前低 

赦有和重大的报酬。〔4〕在寝宰后面喊叫你的人们，大半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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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■六 寝室章 

〔 5〕假若他们忍耐，直到你出去会他们，那对于他们足更好的, 

安拉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。〔fi〕信道的人们啊！如采一个恶人 

报告你们一个消息，你们应当弄淸楚，以免你们无知地伤害 

他人，到头来海恨自己的行为^〔7〕你们应当知道，安拉的使 

者在你们之间，假若他对于许多事情都顺从你们，你们必陷于 

苦难。但安拉使你们热爱正信，并在你们的心中修饰它f他使 

你们觉得迷信、1恶、放荡是可恶的;这等人，确是循规蹈矩的 

〔8〕这是由于安拉所降的恩惠和福泽。安拉是全知的，是至眷 

的。〔9〕如果两伙信士相斗，你们应当居间调停。如果这伙压 

公道者的。〔10〕信上们皆为教胞，故你们应当排解教胞间的 

纷争，你们应3敬畏安拉，以便你们蒙主的怜恤。〔11〕佶道的 

人们啊！你们中的男子，不要互相嘲笑；被嘲笑者，或许胜于 

嘲笑者。你们中的女子，也不要互相嘲笑；被嘲笑者，或许胜 

于嘲笑者、你们不要互相诽谤，不要以诨名相称；信道后再以 

诨名相称，这称呼真恶劣！未悔罪者，是不义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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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寝室章 

欢吃他的巳死的教胞的肉吗?你们是厌恶那种行为的&你们应 

当敬畏安拉，安拉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。〔13〕众人啊！我 

便你们互相认识。在安拉看来，你们中最尊贵者，是你们中最 

敬M者。安拉确是全知的，确是彻知的J〔14〕游牧人们曾说 

我们已信道了，你说:“你们没有信道。虽然你们可以说；‘我 

和使#，他不减少你们的善功一丝毫。安拉确是至赦的，确 

是至慈的，〔15〕信士，只是确信安拉和使者，然后没冇怀疑， 

实的。〔16〕你说；“难道你们以你们的宗教通知安拉吗？安拉 

是知道天地间的一切的，安拉是全知万物的。”〔17〕他们以自 

己信奉伊斯兰，示惠于你，你说：“你们不要以你们的信奉伊斯 

兰示惠于我f不然，安拉以引导你们于正信示惠于你们，如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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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^ 戛弗章 

这草是麦加的，全搴共计两五节，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z名 

〔 3〕难道我们既死之后，已变尘土，还要还原W?那太不近情 

理了，c 4〕我确己知道大地对y他们的剥蚀，我这里冇一本 

于混乱的状态屮s〔6〕难道他们没宥仰观天体吗？我是怎样 

将许多山岳投在上面，还使各种美_的植物生长出来，〔8〕 

为的是启发和教诲毎个归依的仆人D〔 9〕我从天卜-降下古样 

的雨水，就借它而生长许多果树和五谷，〔10〕并生长扶疏的海 

枣树，它有累累的果劣，C1D用作众仆的给养。我借雨水而使 

它已死的地方裒活。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的U〔12〕在他们之前 

否认使者的人，存努哈的宗族、兰斯的居民、赛莫德人、〔13〕阿 

都否认过使者，故我所鹜告的刑罚，是必然降临的。〔15〕我曾 

因创造而疲倦吗？不然，他们对于汚造，是在疑惑中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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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臭弗章 

〔]6〕我确己创造人，我知道他心中的妄想；我比他的命脉还近 

于他。〔17〕当坐在右边和左边的两个ki录的天神id录各人的言 

〔19〕临死的昏迷，将昭示真理。这是你一向所逃避的〆20〕 

号角将吹响，那是警哿实现之日。〔2]〕每个人都要到来，驱逐的 

〔22〕你确忽视此事，现在我 

〔23〕 

伴将说：“这在我面前是现成的，〔24〕你们俩所应当投入火狱 

的，是每个旱负者、顽固者，C25D吝啬荇\过分#、怀疑者、 

吧！〔27〕他的伙伴将说：“我的主啊！我没有使他放荡，似他自 

陷于不近情理的迷误中，〔28〕主将说:“你们不要在我面前争 

〔29〕 

〔30〕 

广吗？ ”它将说："还卉增加吗？”〔31〕乐因将被移到敬畏#的 

附近，离得不远，〔32〕这是你们所被应许的，这足赏赐每个归 

〔34〕你们平安地进入乐园吧!这是永居开始之0。〔35〕他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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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戛弗章 

〔36〕在他们之前，我毁灭了许多比他们更强悍的世代！他们 

曾在各地旅行，难道宥什么避死的地方吗？〔37〕对于有心灵 

者，或专心静听者，此中确有一种教训，〔38〕我在六日内确已 

创造了天地万物，我没冇感觉一点疲倦。〔39〕故你应当忍受 

他们所说的谰言。在U出和M落之前，你应当赞颂你的主,.U0〕 

你应当赞颂他^〔41〕你应当倾听，在喊叫 

U3〕我确是使人生*使人死的，我确是最 

后的!U4〕在大地破裂而他们迅速走出坟墓之日，那集合 

的事对于我是容易的。〔45〕我全知他们所说的谰言，你不能 

强制他们，故你应当以《古兰经》教诲畏惧我的警告的人们 

播种者 
(达理雅特) 第五一章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六0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誓以播种者，〔 2〕载重者，〔 3〕飘流荞，C 4〕分配者 

〔 5〕警告你们的事确是真实的，〔 6〕报应确是要发生的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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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种者章 

〔 7〕以冇轨道的诸天盟誓，〔 8〕你们确是各执一说的，〔 9 3原 

被阻遏fN将被阻遏■〔而不得到达他K10〕愿常常说谎者被弃绝 

B在什么时候，〔13〕那是他们在火刑h受刑之日。〔14〕你们尝 

试你们的刑罚吧！这就是你们要求早日实现的。〔15〕敬畏的 

赏赐的。他们在生前确是行苦的，〔17〕他们在夜间只稍稍睡 

〔〗8〕他们在黎明前(五更天）向主求饶，〔19〕他们的财产 

中，葙乞4和贫民的权利。〔20][在大地卜_〕对于笃信的人们，有 

许多迹象；〔21〕在你们自身中也存许多迹象，难道你们吞不见 

吗？〔22〕在天上，有你们的给养，也奋应许你们的赏罚。〔23〕 

以天地的主盟赁，这确是真实的，犹如你们能说话一样。〔24〕 

关于品卜拉欣的受优抟的宾客的故事，已来临你了吗？〔25〕当 

他想这驻是牛.客。〔26〕于是他悄悄地走到他的家厲那里，令来 

他们以一个有学识的儿M向他报爯。〔29〕他的女人便喊叫着 

走来，她打n己的脸，说:“我是一个不能生育的老妇人。’，do〕 

他们说:“你的主是这样说的，他确足至锊的，确是全知的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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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种者章 

s〔31〕他说位使荞啊！你们有什么差事呢?”〔32〕他们 

说广我们确已奉派去惩治一群犯罪的民众，〔33〕我们将因毁灭 

他们而降下粘土变成的石头，〔34〕那是从你的主那里为过分者 

而发出的。〔35〕我把城里所有的信士都救了出来，〔36〕我在城 

里只发现一家归顺者。〔37〕我稗在城甲_留下一种迹象，以便畏 

惧痛苦的刑罚的人们用作鉴戒。〔38〕在穆萨.的故事里也苟 

种迹象。当时，我曾派逍他带着一件明证去见法老。〔39〕但法 

老因有势力故背弃穆萨，他说，这是一个术士，或是一个疯人 

责备的。U1〕在阿德人的故事里，也冇一种迹象。当时，我曾使 

变成破碎的。〔43〕在赛莫德人的故事里，也有一种迹象。当时， 

有人对他们说:“你们暂时享受吧!”〔44〕他们曾违抗他们主的 

未能站起，他们也未能自卫。〔46〕以前,我毁灭了努哈的宗族 

他们确是怍逆的民众。〔47〕天，我曾以人能建造它，我确是卞 

能的I US〕地，我曾铺张它a美哉铺张苕！〔49〕我将毎种物造 

于你们确是一个坦率的警畀荞，〔51〕你们不要以别的神灵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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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种者章 

〔52〕他们以前的各民族也象这样，每冇一个使者来临他们，他 

们就说;“他是一个术士，或是一个疯人，〔53〕难道他们曾以此 

话互相嘱咐吗？不然，他们都是悖逆的民众。〔5幻你应当退避 

他们，你绝不是受责备的fl〔55〕你应当教诲众人，因为教诲对 

于信士们确是有益的。〔56〕我创造精灵和人类，只为要他们祟 

拜我D C5H我不望他们的供给，我也不望他们的奉养。〔58〕真 

主确是供给万物的，确是有权力的，确是坚定的6〔59〕不义的 

人们，和他们的朋友一样，必得一份刑罚，所以叫他们不要催 

促我。〔60〕伤哉不信道的人们！当他们被替告的日子来临的 

时候。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四九节4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以山岳盟誓，〔2〕以天经之书〔3〕写于展开的皮纸 

者盟誓，〔4〕以众天使朝_的天房，〔5〕以被升起的苍穹盟 

誓，〔6〕以汪洋的大海盟誓，〔7〕你的主的刑罚，确是要实现 

的，C8J是任何人不能抵抗的g〔9〕在天体震动，〔10〕山岳 

逝去之〔11〕在那C，伤哉否认真理的人们，（〗2〕即以妄 

言消遣的人们！〔]3〕他们将被投入火狱^〔14〕这就是你们生 

前所否认的火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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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岳章 

〔15〕这是魔术呢？还是你们看不见呢？〔16〕你们进火狱去吧! 

的。你们只受内己行为的报酬。〔17〕敬畏的人们，必定在乐园 

和恩泽中，〔18〕他们因主的赏赐而快乐，他们的主使他们得免 

〔23〕他们在乐园中互递〔酒〕杯，他们不因之向出恶言，也不因 

之而犯罪恶。》〔24〕他们的憧仆轮流着服侍他们，那些僮仆 

相谈沦。〔26〕他们将说：“以前我们为自己的家厲确是战战兢 

兢的，〔27〕但安拉已施恩于我们，并使我们得免亍毒风的刑罚。 

〔抑〕以前我们的确常常祈祷他，他确是仁爱的，确是至慈的。” 

〔29〕你应当教诲众人，因为借你的主的恩典，你不是一个占卜 

们等待他遭逢厄运，〔31〕你说：“你们等待吧£我确是与你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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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岳章 

〔32〕难道他们的理智命令他们说这句话吗？不然，他们是放 

荡的民众。〔33〕难道他们说他曾捏造它吗？不然，其实是他们 

不归信叫他们作出象这样的文辞来，如果他们是说实话 

的!〔35〕是他们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呢？还是他们Dei就是创 

造荇呢？〔36〕难道他们曾创造天地呵？不然，是他们不确信安 

拉。〔37〕是你的主的库藏归他们掌管呢？还是他们是那些库 

藏的监督呢？〔38〕难道他们有一架天梯，可以登上去倾听吗？叫 

他们中的倾听冇拿一个明证来吧！〔39〕难道安拉有女儿，你们 

有儿子吗？〔40〕难道你向他们索取报酬，故他们为纳税而担负 

太重?〔41〕难道他们能知幽故能将它记录下来?〔42〕难 

外，他们还有别的神灵吗？安拉是超乎他们所用以配他的〆私〕 

如果他们看见天掉下来一块，他们将说：“这是成堆的云彩 

。” U5〕你任随他们吧！直到他们遭遇d己被震死的日子。〔4« 

在那山他们的计谋，对于他们毫无裨益，他们也不受援助。〔47〕 

道。〔48〕你应当忍受你的主的判决，因为你确是在我的眷顾 

宿没落之后，你应当赞颂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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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宿章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六二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以没落时的星宿盟像〔2〕你们的朋友，既不迷误 

乂未迷信，〔 3〕也未随私欲而言。〔 4〕这只是他所受的启示，〔5〕 

教授他的,是那强健的、〔 6〕有力的，故他达到全美。C 7〕他(天 

两张弓的K度，或更近一些。〔10〕随即'真主启示了他所要 

们要为他所见的而与他争论吗？〔]3〕他确Li见他二次F降，〔14〕 

在极境的酸枣树旁，〔15〕那里有归宿的乐园。〔16〕当酸枣树蒙 

上一层东西的时候，〔17〕眼未邪视，也未过分;〔18〕他确6看见 

他的主的一部分最大的迹象。〔19〕你们告诉我吧!拉特和欧萨， 

〔20〕以及排行第三，也是最次的畎那，怎么是安拉的女儿呢?〔21〕 

难道男孩归你们,女孩却归安拉吗？〔22〕然而，这是不公平的分 

配。〔23〕这些偶像只是你们和你们的袓先所定的名称，安拉并 

正道确巳从他们的主 

降临他们〆24〕难道人希望什么就有什么？〔25〕后世和今世， 

都足安拉的J〔26〕天上的许多天神，他们的说情，毫无裨益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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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宿章 

〔27J不信后狀的人们，的确以女性的名称称呼天神们。〔2S〕他 

们对于那种称呼，绝无任何知识，他们只凭猜想『而猜想对于 

只欲享今世生活者；C3G〕那是他们的知识程度。你的主 

都是真主的。他创造万物，以便他依作恶者的行为而报酬他 

们，并以至善的品级报酬行善者t〔32〕远离大罪和丑車，但犯 

小罪者，你的主确是宽宥的D当他从大地创造你们的时候r当 

你们是在母腹中的胎儿的时候，他是全知你们的i所以你们不 

要自称清白，他是全知敬畏者的D〔33〕你告诉我吧！违背正道, 

〔34〕稍稍施舍就愧_吝的人，〔35〕难道他知道幽玄，故认自己的 

和履行诫命的易卜拉欣的经典中所记载的事情吗？〔3&〕一个 

你的主，是众生的归宿。U3〕他能使人笑，能使人哭；〔44〕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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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宿章 

W5〕他曾创造配偶——男性的与女性的——〔46〕是以射出的 

精液；〔47〕他以再造为自己的责任；〔48〕他能使人富足，能使人 

满怠；〔49〕他是天狼星的主。〔50〕他毁灭了古时的阿德人，〔51〕 

和赛莫德人，而未曾有所遗留；〔52〕以前，他毁火f努哈的宗 

族。他们确是更不义的，确是更放荡的。〔53〕他使那被颠覆 

的城市覆亡，〔5«故覆盖的东西曾覆盖了邢城市。〔55〕你怀疑 

你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? 〔56〕这是古时的那些警告者之中的 

一个筲告者。〔57〕临近的事件，已经临近了；〔53〕除安拉外, 

没存能揭示它的。〔59〕难道你们为这训辞而诧异吗？〔即〕你 

们怎么嘲笑而不痛哭呢？〔61〕你们是疏忽的^〔62〕你们应当 

第五四章cm 

这章娃麦加的，全窣共计五五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复活时临近了，月亮破裂了&〔2〕如果他们看见一 

种迹象，他们就退避，而且说；“这足一种有力的魔术，〔3〕 

含替戒的许多m息，确已来临他们了，[: 5〕那是极精密的枰慧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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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亮章 

〔 7〕他们不敢仰视地由坟中出来，好象是遍地的蝗虫；〔8〕大 

我就以倾注的啦水开了许多天N，C12：我又使大地上的泉源 

涌出；雨水和泉水，就依既定的情状而汇合^〔13〕我使他乘坐 

一只用木板和钉子制造的船上，〔14〕在我的亲0S关注K漂流，以 

报答被人否认者。〔15〕我确已将这件事留作一种迹象，有接受 

劝告者吗？ a 6〕我的刑罚和替告是怎样的[Q7〕我确巳使《古兰 

经》易于记诵，有接受劝告的人吗？〔18〕H德人否认过先知，我 

n子去毁灭他们，〔20〕暴m将众人拔起，他们好象被拔出的海 

枣树干一柞&〔21〕我的刑罚和W告是怎样的！ 〔22〕我确已使 

过，告，〔24〕故他们说，我们同族的一个凡人，我们能顺从他 

吗？如果那样，我们必定陷于迷误和疯狂之中。〔25〕难道他 

在我们之间独自奉到启示吗？不然，他是说谎者，是傲慢# 

〔26〕他们明曰将知道谁是说谎者，谁是傲慢者。〔27〕我必定使 

母驼考验他们，故你应当期待他们，并应当坚忍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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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亮章 

C283你应当告诉他们，井水是他们和母驼所均分的，应得水分 

的，轮流着到井边来。〔29〕他们曾喊来他们的朋友，他就拿起剑 

来宰了母驼。C30〕我的刑罚和窖告是怎样的！ CS1〕我确已使 

一种爆炸去毁灭他们，他们就变成造圈栏者所用的枯木，C32〕 

我确巳使《古兰经》易于记诵，有接受劝告的人吗？〔33〕鲁特 

的宗族曾否认瞀告,〔34〕我确已使I沙走石的暴风去毁灭他们f 

惟魯特的信徒，我在黎明前（五吏天）拯救了他们。〔35〕那是 

从我那甩发出的恩典*我如此报酬感谢者。〔36〕他确已将我的 

惩治警告他们，但他们以怀疑的态度否认警告g〔37〕他们确已诱 

惑他，叫他不要保护他的客人，但我涂抹了他们的眼睹。你们尝 

试我的刑罚和警告吧！〔38〕一种永佾的刑罚在早晨确Q袭击 

了他们，〔39〕你们尝试我的刑罚和瞀告吧！〔40〕我确已使《古 

兰经》易于记诵， 

的百姓r〔42〕他们否认了我的一切迹象,故我以万能者全能者 

的态度，惩治了他们。〔43〕你们中不信道的人们比这等人还优 

秀呢？还是夭经中有关于你们的赦条呢？ 〔44〕难道他们说: 

“我们是一个常胜的团体，〔45〕那个闭体将败北，他们将转 

背6〔46〕不然，复活时是他们的约期；复活时是更艰难的，是 

更辛苦的9 U7〕犯罪者的确在迷误和烈火中D〔48〕他们匍匐 

着被拖入火狱之日，将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尝试火狱的烧灼吧r 

〔49〕我确已依定量而创造万物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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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仁主章 

卬0〕我的命令只足快如转瞬的一句H〔51〕我确e将你们的宗 

派毁灭了。冇接受劝告的人吗？ 〔52〕凡他们所做的事，都记 

载在天经中^〔53〕 

敬畏的人们，必定在乐闶1,在（各种）河岸边，〔55〕在全能 

的主那1,得居一个如意的地位。 

至仁主 
(安赖哈曼) 6 

这窣是麦地那的，全章共计七八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并教人修辞。〔5〕W月是依定数而运行的。〔6〕草木是顺从 

他的怠旨的。〔7〕他曾将天升起。他曾规定公平，〔8〕以免 

你们用称不公^ C 9 3你们应当秉公地谨守衡度T你们不要使 

〔13〕 

你们究克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 〔14〕他曾用陶器 

般的干土创造人，〔] 5〕他用火焰创造精灵。〔16〕你们究竟否认 

西方的主。〔18〕你们究竞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忭恩典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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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仁主章 

〔19〕他曾任两海相交而会合，〔20〕两海之间，有一个堤坊，两海 

互不侵犯。C2]〕你们究竞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〔22〕 

他从两海中取出大珍珠和小珍珠〔23〕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 

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〔24〕在海中桅帆岛举，状如山峦的船舶， 

的尊容，将水恒存在。〔28〕你们究竞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 

呢？〔29〕凡在天地间的都仰求他；他时时郞冇事物。〔30〕你们究 

竞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〔31〕精灵和人类啊！我将专 

〔33〕精灵和人类的群众啊！如果你们能通过天地的境界，你们 

就通过吧！你们必须凭据一种权柄，才能通过^〔34〕你们究竟 

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〔35〕火焰和火烟将被降T你 

们，而你们不能自JL 〔36〕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 

件恩典呢？〔37〕当天破离的时候，天将变成玫瑰色，好象红皮一 

样。〔38〕你们究竞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否认你们的 

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〔39〕在那日，任何人和精炅都不因罪过曲 

罪荞将因他们的形迹而被认识，他们的额发将被系在脚掌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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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仁主章 

〔42〕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〔43〕这是犯罪者 

所否认的火狱。〔44]他们将往来于火狱和沸水之间。〔45〕你们 

究竟否汰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〔46〕凡怕站在主的御前受 

审问者，都得享受两座乐园。〔47〕你们究竞否认你们的主的哪 

一件恩典呢？〔48〕那两施乐园，是有各种果树的。〔49〕你们究 

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 〔50〕在那两座乐园里，有 

两洞流行的泉源。〔51〕你们究竞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 

呢？〔32〕在那两座乐园里，每种水果，都有两样。〔53〕你们究 

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 〔54〕他们靠在用锦缎做里 

子的坐褥上，那两座乐R的水果，都是手所能及的^〔55〕你们 

她们交接过。〔57〕你们究菇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〔58〕 

她们好象红宝石和小珍珠一样3〔59〕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 

的哪一件恩典呢？〔60〕行善若f只受善报。〔61〕你们究竞否认 

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 〔62]次于那两座乐园的，还有两 

座乐园。〔63〕你们究竞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 〔64〕 

那两座乐R都是苍翠的。〔65〕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 

忡恩典呢？ C66〕在那两座乐Rf里，有两洞浦出的a源^〔67〕 

你们究竞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〔68〕在那两座乐园里， 

有水采，有海枣，有石榴。〔69〕你们究克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 

件恩典呢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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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事章 

〔70〕在那些乐园里,有许多贤淑佳丽的女子4 C7〗〕你们究竟否 

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〔72〕他们是内皙的，是蛰居于 

〔751你们究竞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〔76)他们靠在翠 

第五六章大事（瓦格尔) 

这章足走加的，全草共计九六节&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当那件大事发生的时候，〔 2〕没冇任何人否认其发 

生3〔3〕那件人事将是能使人降级，能使人升级的;〔4〕当大 

地震荡，L 5 3山峦粉碎，〔6〕化为散漫的尘埃，〔7〕而你们分 

为三等的时候.〔 8〕肀福者，幸福名是何等的人？〔9〕薄命者， 

薄命者是何等的人？ ao〕最先行善者，是最先入乐因的人 

〔11〕这等人，确是蒙主眷顾的。Q2〕他们将在恩泽的乐园中。 

〔13〕许多前人CH〕和少数后人，〔15〕在珠宝镶成的床榻上 

〔16〕彼此相对地靠在匕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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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事章 

满杯的醴泉；〔〗9〕他们不因那酷泉而头痛，也不酩酊。〔20〕他 

们有自己所选择的水果，〔21〕和自己所爱好的鸟肉。〔22〕还有 

白皙的、美目的妻子，〔23〕好象藏在蚌壳里的珍珠一样“24〕 

那是为/报酬他们的善行。〔25〕他们在乐园里，听不到恶言 

和谎话，〔26〕但听到说：“祝你们平安!祝你们平安!”〔27〕幸 

福者，幸福者是何等的人？〔28〕他们享受无剌的酸枣树，〔29〕 

结实累累的〔香蕉〕树;〔30〕漫漫的树荫;〔31〕泛泛的流水K32〕 

丰富的水果，〔33]四时不绝，可以随意摘食；〔34〕与被升起的 

床榻。〔35〕我使她们重新生长，〔36〕我使她们常为处女，〔37〕 

们是许多前人〔40〕和许多后人&〔41〕薄命者，薄命荞是何等 

的人？〔42〕他们在毒风和沸水中，〔43〕在黑烟的阴影下，〔44〕 

既不凉爽，又不笼观。U5〕以前他们确是豪华的，〔46〕确是闶 

执大罪的，〔47〕他们常说:“难道我们死后，已变成尘土和祜骨 

的时候，我们必定要复活吗？〔48〕连我们的祖先也要复活吗 

〔50〕在一个著名的日期的特定时 

间必定要被集合&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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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事章 

的果实，〔53〕时以它充饥，〔5«然后痛饮沸水，〔55〕象害消渴病 

的骆驼饮凉水一样。〔56〕这是他们在报应之日所受的款待 

〔57〕我曾创造你们，你们怎不信复活呢?〔58〕你们告诉我吧 

在你们所不知的状态中“62〕你们确巳知道初次的生长，你们怎 

不觉悟呢？〔63〕你们告诉我吧!你们所耕种的庄稼，〔64〕究竟是 

你们使它发荣呢？还是我使它发荣呢？〔65〕假若我怠欲，我必 

使它凋零，而你们变成诧异者，〔66〕你们将说:“我们是遭损失 

的d〔67〕不然！我们是被剥夺的/’〔68〕你们告诉我吧！你们 

所饮的水，〔69〕究竟是你们使它从云屮降下的呢？还是我使 

它降卜的呢？〔70〕假若我意欲，我必使它变成片的，你们怎么 

是你们使燧木生长的呢？还是我使它生长的呢？〔73〕我以它 

为教训，并且以它为荒野的居民的慰藉，〔74〕故你应当颂 

确是一个重大的盟誓，假若你们知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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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事章 

只有纯洁者才得抚摸那经本&〔仙〕《古兰经》是从众世界的主 

降示的。〔81〕难道你们藐视这训辞* 〔82〕而以否认代替感谢 

那时候，你们大家看着他，〔851我比你们更临近他，但你们 

魂复返于本位呢？如果你们是说实话的。〔88〕如果他是被 

如果他是幸福者，〔91〕那么，一般幸福的人将对他说：“祝你平 

安。”〔92〕如果他是迷误的,否认复活者，〔93〕那末，他将享受 

沸水的款待，⑶4〕和烈火的烧灼。这确是无可罝疑的真 

这荩是麦地那的，全送共计二九节4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天地万物，都赞颂安拉超绝万物，他确是万能的，确 

是至睿的。〔 2〕天地的国权，归他所有；他能使人生，能使人 

死；他对于万事，是全能的。〔3〕他是前无始后无终的，是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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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章 

〔 4〕他是在六【1内创造天地，然后升h宝座的。他知道潜入地 

你们在哪里，他是与你们同在的r他是鉴察你们的行为的。〔5〕 

白昼，使白昼侵入黑夜;他是全知心事的&〔7〕你们应当信仰 

呢？使者号召你们去信仰你们的主，而你们的主，确已和你们 

多明证，以便他使你们从m重黑暗走入光明。安拉对于你们， 

确是仁爱的，确是至慈的。〔10〕你们怎么不为安拉而施舍呢? 

的行为的^ 〔11〕谁以善债借给安拉呢？安拉将加倍偿还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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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章 

和右边奔驰，有人将对他们说:“你们今日的佳音，是下临诸河 

你们的一点光辉！”冇人将要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转回去寻求光辉 

吧r于是，彼此之间，筑起了一堵隔壁来，隔壁上有一道n 

内有恩惠，门外有刑罚。〔14〕他们将喊叫信道的人们说:“难it 

我们与你们不是间道呵?”他们说；“不然，你们自欺、观望、怀 

以安拉的优容欺骗你们。〔15〕故今日你们々不信道者的罚金 

心不为安拉的教诲和他所降示的真理而柔和吗？他们不吋 

硬了，他们中冇许多人是犯罪的。〔17〕你们应当知道安拉是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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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章 

〔19〕信仰安拉和使者的人们.在他们的养主i!卩里，是虔诚的， 

的迹象的人们，是火狱的居民。〔20〕你们应当知道;今世生活，只 

雨，使田苗滋长，农夫见了非常高兴，嗣后，田苗枯槁，你看它变 

成黄色的，继而零落。在后世，有严厉的刑罚，也栺从安拉发 

当争取从你们的主发出的赦宥，和与天地一样广阔的乐园 

典，他将它赏赐他所意欲者。安拉是有宏恩的。〔22〕大地h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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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章 

和他的众使者的人。安拉确是至刚的，确是万能的& C2tJ〕我 

裔;他们中有遵循正道的，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悖逆的。〔27〕在 

他们之后,我曾继续派遣我的众使者，我又继续派造麦尔彦之 

子尔撒，我赏赐他《引支勒》，我使他的信徒们心怀仁爱和慈悯。 

他们自创出家制——我未曾以出家为他们的定制——他们创 

设此制，以求安拉的喜悦；但他们未曾切实的遵守它，故我把 

报酬赏赐他们屮的信道#D他们屮有许多人是悖逆的。〔28〕 

他就把他的恩惠加倍赏赐你们，他就为你们创造一道光明；你 

们将借那道光明而行走，他就赦宥你们。真主是至赦的，足至 

慈的。〔29〕以便曾受天经的人们知道，他们简直不能操纵安 

拉的恩典，并R.知道，凡恩典都掌提在安拉的手中，他要赏赐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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辩诉者章 

这章是麦地那的，全章共计二二节，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安拉确已听取为丈夫而向你辩诉，并向安拉诉苦荠 

的陈述了。S拉听着你们俩的辩论；安拉确是全聪的，确是 

的母基除他们的生身之母外，没存任何人，nj■以称为他们的 

母亲；他们的确说出恶言和谎话；安拉确是至W的，确是至赦 

的。〔3〕把妻子2做母亲然后悔其所言者，在交接之前，应该 

斋戒者，应该供给六十个贫K一【I的口粮，这因为要你们表示 

苫的刑罚。〔5〕违抗安拉和使珩的人，必遒折磨，犹如他们以 

542 





辩诉者章 

〔 7〕难道你不知道安拉是全知天地万物的吗？凡有三个人密 

是与他们同在的；然后在复活H，他要把他们的行为告诉他们。 

安拉确是全知万物的。〔8〕难道你没存看见不许密谈而违禁 

密谈的人吗？他们密谈的*是关于罪恶、侵W和违抗使者的 

事。他们来见你的时候，用安拉所未用的祝辞祝贺你，他们自 

是能使他们满足的！他们将入其中，那归宿真恶劣t〔9〕信道 

抗使古的事，你们应当密谈关Ti£义和敬毘的事，你们应当敬 

畏安拉，你们将被集合到他那里〆10〕关于罪恶的密谈，只是由 

于恶魔的诱惑，他欲使信道者忧愁，不得安拉的许可，他绝不能 

伤害他们一丝毫；教信士们H信托安拉吧。〔11〕信道的人们啊! 

有人在会场中对你们说：“请你们退让一点吧!”你们就应当 

退让些，安拉将使你们宽裕&存人对你们说；“你们起来吧 

学问的人们提升若干级^安拉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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辩诉者章 

那么，不施贪也无邪，因为安拉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。 

安拉已赦宥你们，故你们应当谨守拜功、完纳天课、服从安拉 

那些民众;他们明知故犯地以谎言盟誓。〔15〕安拉匕为他们准 

备严历的刑罚D他们的行为真恶劣。〔16〕他们以自己的盟誓 

为护符，因而妨碍主道，故他们将受凌辱的刑罚。〔]7〕他们的 

是火狱的居民，他们将永谣其中。〔18〕在那日，安拉将使他们 

统统复活。他们对他盟替，犹如现在对你们盟誓一样;他们以 

为自己是获得效果的。真的，他们确是说谎的。〔]9〕恶魔已 

经制服/他们，因而使他们G却安拉的教训；这等人，是恶魔 

的党羽。真的，恶魔的党羽确是亏折的。〔20〕违抗安拉和使 

我的众使若，必定胜利。安拉确是至刚的，确是万能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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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逐章 

〔22〕你不会发观确佶安拉和末n的民众f会与违抗安拉和使 

或亲戚。 

从他降下的精神援助他们^他将使他们入下临访河的乐园，而 

第五九章^合什尔) 

这章是龙地那的，全章共汁二四货„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凡在天地间的，都赞颂安拉超绝万物。他确是万能 

的，确是至睿的“2〕在初次放逐的时候，他曾将信奉《圣经》 

而4、信《古兰经》的人从他们的家中驱逐出境，你们没有猜想 

的心中，他们用D己的手和佶士们的乎拆毁自己的房屋。有 

眼光的人们啊！你们普惕吧！〔3〕假若安拉没有判决他们应 

受放逐，他必在今世惩罚他们；他们在后世，将受火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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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逐章 

C 4〕这是由于他们违抗安拉和使荞&凡违抗安拉者，安拉必定 

惩罚他，因为安拉的刑罚确足严丙的。〔 5〕无论你们砍伐海枣 

全能的。〔7〕城市的居民的逆产，凡安拉收归使者的，都归安 

凡使者禁止你们的，你们都应当戒除。你们应当敬艮安拉r安 

拉确是刑罚严厉的。〔8〕那些逆产一部分归迁士中的贫民， 

他们曾被驱逐出境，以致丧失自己的房M和财产。他们寻求 

从安拉发出的恩典和喜悦，他们协助安拉和使者；这等人 

确是说实话的。〔9〕在他们之前，安居故乡而且确倍正道的 

人们，他们奔爱迁居来的教胞们，他们对于那些教胞所获的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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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逐章 

CIO：在他们之后到來的人们说：“我们的主啊！求你赦宥我们 

并赦宥在我ffj之前己经倍道的教胞们，求你不要让我们怨恨 

在我们之前已经倍道的人们，我们的主啊！你确是仁爱的，确 

对自己的朋友——信奉《圣经》而不信《古兰经》的人们说，如 

的命令而放弃你们;如果你们被攻击，我们必援助你们，安拉 

作证，他们是说谎的。02〕如果他们被放逐，伪信者不与他们 

道出境：如果他们被攻击，伪信石不援助他们：即使援助他们， 

安拉还可怕的,那是因为他们是不明理的民众。〔14〕他们只在 

巩固的城市中或在壁垒后同你们作战.他们的内争是严重的，你 

们己尝试他们行为的恶果，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。CIS〕他们又 

像恶魔一样。当时，他曾对人说：“你不要信教，当人4、信教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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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逐章 

的报酬。〔]8〕信道的人们啊【你们应当敬畏安拉，各人应当 

想一想自己为明日而预备了什么，你们应当敬艮安拉，安拉确 

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a 〔19〕你们不要象那些忘却安拉故安拉 

使他们忘却S身的人们一样；这等人，确是悖逆的。〔20〕火狱 

C21〕假若我把这部《古兰经》降示一庵山，你必定看见那座山 

因畏惧安拉时成为柔和的，崩溃的3这些習喻，足我为众人而 

设的，以便他们省悟，〔22〕他是安拉，除他外，绝无应受岽拜 

是健全的，是保祐的，是见证的，是万能的，是尊严的，是尊 

他是安拉，是创造者，是造化者，是赋形若，他有许多极美的称 

第六0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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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考验的妇人章 

这草是麦地那的，全章共计一三节1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信道的人们啊!你们不要以我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为 

朋友,而传送消息给他们，以示亲爱。他们不信降临你们的真 

理，他们为你们信仰安拉——你们的主——而将使者和你们 

驱逐出境。如果你们从故乡迁出，是由于为我而奋斗，是由于 

寻求我的喜悦，〔那末，你们不要以他们为朋友〕。你们秘密地 

传送消息给他们，以示亲爱，其实，我知道你们所隐匿的和你 

们所显示的&你们中谁做这件事，谁已背离正道。〔2〕如果他 

们发现你们，他们就变成你们的敌人，他们杀害你们，辱骂你 

们，希望你们叛道D C 3〕你们的亲戚和子孙，对于你们绝无裨 

益，在H活0，你们将被隔绝。安拉是鉴察你们的行为的^〔 4〕 

易卜拉欣和他的教徒，是你们的好模范。当时，他们曾对自己 

的宗族说i “我们对于你们，和你们舍安拉而崇拜的，确是无干 

的，我们不承认你们。我们彼此间的仇恨r永远存在。直到你 

们只信仰安拉，但易卜拉欣对他父亲所说的话，不可做你们 

的模范。他曾说：“我必定为你求饶，我不能为你抵御安拉的 

归依你，只存你是最后的归宿。〔 5〕我们的主啊!求你不要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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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考验的妇人章 

〔6〕舄卜拉欣和他的教徒，对于你们希權会见安拉和末曰者 

确是好模范0背叛者v无损于安拉，因为安拉确是无求的，确是 

可颂的J〔 7〕安拉或许在你们和你们所仇视的人之间造化友 

谊，安拉是全能的；安拉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/ 8〕未曾为你们 

的宗教而对你们作战，也未曾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者，安拉 

并不禁止你们怜悯他们，公平待遇他们。安拉确是喜爱公乎者 

的。〔 9〕他只禁lh你们结交曾为你们的宗教而对你们作战，曾 

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，曾协助别人驱逐你们的人。谁与他们 

结交，谁是不义者。a0〕信道的人们啊！当信女们迁移而来的 

时候，你们3考验她们。安拉是至知她们的信徳的——如果 

的妻子，有脱离你们而归不信道者的，那末，当你们轮到交聘 

的时候，你们应当把妻子脱离养所纳的聘礼交付他们，你们当 

敬艮你们所信仰的安拉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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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阵章 

〔12〕先知啊！如果信女们到你面前来与你誓约：她们不以任何 

物配安拉，不偷盗，不通奸，不杀自己的儿女，不以別人的儿子 

誓约，你3为她们向安拧告饶，安拉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 

的。〔13〕信道的人们啊！你们不要结交安拉所遗怒的民众，他 

们对后世确L2绝望，犹如不信道的人对坟里的人绝望一样 

第六一章列阵（蒜弹) 

〔1〕凡在天地间的，都赞颂安拉超绝万物，他是万能的 

是M荇的&〔2〕倍道的人们啊!•你们为什么说你们所不做的 

事呢？〔3〕你们说你们所不做的，这在安拉看来，是很可恨的5 

〔4〕安拉的确喜爱那等人：他们为他而列阵作战，好象坚实 

的墙喑一样&〔5〕当时，穆萨曾对他的宗族说，我的宗族啊! 

你们既知道我是安拉派来教化你们的使者，你们为什么诽谤 

我呢?”当他们背离正道的时候，安拉使他们的心背离真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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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阵章 

〔6〕当时，麦尔彦之子尔撒曾说：“以色列的后裔啊！我确是 

安拉派來教化你们的使者，他派我来证实在我之前的《讨拉 

特》，并且以在我之后诞生的使者，名叫艾哈默德的，向你们报 

喜，当他已昭示他们许多明证的时候,他们说：“这是明显的 

魔术，[: 7〕别人劝他入伊斯兰，他却假借安拉的名义而造谣; 

这样的人，谁比他还不义呢？安拉是不引导不义的民众的。 

离痛苦的刑罚，好吗？ U1〕你们信仰安拉和使杏，你们以自己 

的财产和生命：为安拉而奋斗，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，如果你 

们知道^〔12〕他将赦宥你们的罪过，井且使你们入下临诸河 

的乐园和常住的乐园中的许多优美的住宅，那确是伟大的成 

功XI3〕他将赏赐你们另一种为你们所爱好的恩典——从安拉 

降下的援助，和临近的胜利。你向信士们报喜吧D Q4〕佶道 

-的人们啊！你们应当做阶助安拉的人，犹如麦尔彦之子尔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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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礼章 

这章足麦地那的，全章共计一一讫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凡在天地间的，都赞颂安拉——至洁的、万能的、至 

眷的哲主，超绝万物的君主。〔 2D他在文盲中派遣一个同族 

冇赶上他们的其他人。安拉是万能的，是至窨的^〔4〕这是真 

主的恩典，他把它赏赐他所欲赏赐的人们，安拉是冇宏恩的。 

真主的迹象的民众的臂喻，真恶劣！安拉是不引导不义的民 

众的0〔6〕你说：“信奉犹太教的人们啊！如果你们自称是 

安拉的选民，而排斥众人，那你们就希望早死吧，如果你们是 

拉是全知不义者的。〔8〕你说：“你们所逃避的死亡，必定与 

你们会面，然后你们将被送到全知幽明的主那里，他将把你 

553 



115 

曝 

㈣^4_这⑽以嗨③ 
© ^j>jj^^==^ o^ 

碑赂诞 

述蘇敛》私爾^tej^s料 
^feoij£4 51^%從爲切 
ijl^UibcA^%^4 

变 货4趣 
]Jj^ £；5 

l^Sky^<l^ 

00 



伪信者章 

〔9〕信道的人们啊！当聚礼日召人礼拜的时候，你们应当赶 

快去记念安拉，放下买卖，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，如果你们知 

的恩患，你们应当多多地记念安拉，以便你们成功。〔11〕当他 

(莫拿非恭 

这章是麦地那的，全章十一一节0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当伪信者来见你的时候,他们说，我们作证，你确是 

安拉的使教，安拉知道你确是他的使者，安拉作证，伪信的人 

们确是说谎的6〔2〕他们以肖己的盟皙为护符，妨碍主道。他 

们的行为真恶劣！〔3〕这是因为他们n称信道，心实不信，他 

们的心就封闭r，故他们不是明理的，〔 4〕当你看见他们的 

时候，他们的体格，将使你赞叹。如果他们说H你就靜听他 

们的言辞，他们好象木偶样，他们以为一切呐喊，都足对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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伪信者章 

〔5〕有人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来道歉吧，使者将为你们求饶a”他 

求饶与否，这在他们，是一样的。安拉绝不赦宥他们，安拉必 

定不引导悖逆的民众。〔7〕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要供给使者左右 

却不知道3〔8〕他们说：“如果我们返回麦地那，尊荣者必将 

卑贱者驱逐出城。”尊朵只是安拉和使者以及信士们的，而伪 

不要使你们忽略了记念安拉a谁那样做，谁是亏折的Q〔10〕 

人说=“我的主啊!你为何不让我延迟到一个临近的定期，以 

便我有所施舍，而成为善人呢?” CU〕但寿限一到，安拉绝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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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欺章 

这草是麦地那的，全窣共计一八节**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凡在天地间的f都赞颂安拉超绝万物。网权只归他 

所有，赞颂只归他享受，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。〔2〕他曾创选 

你们，但你们中有不信道的，有信道的； 4主是鉴察你们的行 

为的。〔3〕他曾木着真理创造天地，他普以形象陚予你们，而 

使你们的形象优美，他是唯一的归宿。〔4〕他知道天地万物 

他知道你们所隐匿的和你们所表现的，安拉是全知心事的。 

〔5〕以前不信道的人们的消息，难道没有达到你们吗？那等人， 

然后你们必定获得关于你们的行为的报告,这对于安拉是容 

易的。8〕故你们当佶仰安拉和使者，和他所降示的光明D安 

拉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。〔 9〕在那日，他将在聚会日集合你们 

M且使他入下临诸河的乐园，而永居其中，那确是伟大的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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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欺章 

〔10〕+佶道r而且否认我的迹象的人们，是火狱的居民，他们 

将永居其中。那m宿真恶劣!〔11〕凡灾难的发生，无一不是依 

的。〔12〕你们当服从安拉，当服从使#。如果你们违背命令, 

那末，我的使若，只负明白通知的责任。C13〕安拉，除他外，绝 

你们〕，因为安拉确是至赦的，确是至慈的。〔15〕你们的财产 

和子嗣，只是一种考验，安拉那里奋1大的报酬3〔1«你们当 

〔17〕如果你们以苦债借给安拉，他将加倍偿还你们，而且赦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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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婚章 

这章是麦地那的，全章共计一二节 

奉至C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先知啊！当你们休妻的时候，你们当在她们的待婚 

你们不娈把她们从她们的房里驱逐出门，她们也不得自己出 

件事情U〔2〕当她们满期的时候，你们当菩意地挽留她们，或 

为安拧而作证。这是用來教训信仰安拉和末日者的。谁敬毘 

安拕，他将为谁辟一条出路，〔3〕而且从他料想不到的地方供 

H的的，安拉确C使万物各冇定数。〔4〕你们的妇女中对月 

经已绝望的，如米你们怀疑，就以二个月为她们的待婚期i还 

没有月经的，也是这样；怀孕的，以分娩为满期。睢敬畏安拉 

他将使谁顺利。〔5〕这是安拉所降示你们的法令，谁敬畏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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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婚章 

不要妨害她们，而使她们烦闷，如汜她们有孕，你们就应当供 

给她们，直到她们分娩。如果她们为你们哺乳，你们应3报酬 

她们，并且应当依正义向相商。如果你们的意见不合，就让别 

教窘迫的人用安拉所赏赐他的去供给，安拉只依他所陚予人 

多城rtf的居民f曾违抗他们的主和众使者的命令，我将严格地 

审讯他们，严厉地惩罚他们。C 9〕他们将尝试他们行为的恶 

他们的行为的结M是亏折的。ao〕安拉已为他们预备了 

严厉的刑罚D信道的冇理智的人们啊！你们3敬畏安拉。 

宣读安拉的许多明显的迹象，以便他使信道而且行善的人们 

脱离重重黑暗，走入光明。准佶道而且行善，真主将使谁入下 

〔12〕安拉创造了七层天，和同样层数的大地，天命通过七层 

天而下降，以便你们知道，安拉对于方事是全能的，安拉是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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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戒章 

这章是麦地那的，全章共计一二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先知啊！安拉准许你享受的，你为什么加以禁戒，以 

便向你的妻子们讨好呢?安拉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D C2〕真主 

确已为你们规定赎誓制，安拉是你们的保祐荇。他是全知的， 

是至睿的。〔3〕当时，先知把一句话秘密地告诉他的一个妻 

子，她即转告了别人，而安拉使先知知道他的秘密已被泄漏的 

时候，他使她认识一部分，而隐匿一部分。当他既以泄漏告诉 

她的时候，她说:“谁报告你这件事的?”他说；“是全知的.彻知 

的主告诉我的。，，〔4〕如果你们俩向安拉悔罪，〔那末，你们俩 

的悔罪是应当的〕，因为你们俩的心确巳偏向了$如果你们俩 

一致对付他，那末，安拉确是他的保祐者，吉卜利里和行善的 

信士，也是他的保护者a此外，众天神是他的扶助者。〔5〕如 

果他休了你们，他的主或许将以胜过你们的妻子补偿他，她们 

是顺主的，是信道的，是服从的，是悔罪的，是拜主的，是持 

斋的，是再醮的和初婚的。ce〕信道的人们啊！你们当为自身 

和家屈而预防那以人和石为燃料的火刑，主持火刑的*是许 

多残忍而严厉的天神，他们不违抗安拉的命令，他们执行S己 

所奉的训令。C 7〕不信道的人们啊！今日，你们不要托辞， 

你们只受自己行为的报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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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戒章 

〔8〕信道的人们啊！你们当向安拉诚意悔1，你们的主或许 

们的前面和右边奔驰，他们将说:“我们的主啊！求你完成给我 

啊！你当4不信道的人们和伪信的人们奋斗，你当以严厉的 

态度对待他们。他们的归宿是火狱，那归宿真恶劣！〔10〕安 

丈夫，她们俩的丈夫，未能为她们俩抵御安拉的一点刑或者 

将说道：“你们俩与众人M入火狱吧!”〔11〕安拉以法老的妻子 

为信道的人们的模范。当时，她普说：“我的主啊！求你在你 

他的罪行。求你拭救我脱离不义的民众。”〔12〕安拉又以仪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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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国权章 

创造了死生，以便他考验你们谁的怍为是最优美的。他&万 

能的，是至赦的，〔3〕他创造了七居天，你在至仁主的所造 

陷呢？〔4〕然后你內看两次，你的眼睹将昏花地，疲倦地转回 

来！ 〔5〕我确e以众培点缀最近的天，并使众星成为袭击恶魔 

的，我己为他们预备火狱的刑罚。〔6〕不信主的人们将受火 

狱的刑罚，那归宿真恶劣！〔7〕j他们被投入火狱的时候，他 

们将听见沸腾的火狱发出驴鸣般的声苦。C 8〕火狱几乎力愤 

怒而破碎，每冇一群人被投入其屮，管火狱的夭神们就对他们 

说:“难道没有任何警告#降临你们吗?”〔 9〕他们说：“不然! 

警告者确已降临我们了，但我们否认他们，我们说:‘安拉没有 

降示什么，你们只在重大的迷误中D"f〔10〕他们说:“假若我们 

能听从，或能明理，我们必不致沦T火狱的居民之列!”〔11〕 

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过。让火狱的居民远离安拉的慈恩！〔12: 

在秘密屮畏惧主的人们，将蒙赦钌和重大的报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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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权章 

心寧的〔14〕创造冇既是玄妙向且彻知的，难道他不知道你们 

所隐匿的言语吗？〔15〕他力你们而使大地平稳,你们应当在大 

难道你们不怕在天上的主使大地在震荡的时候吞_你们吗 

〔1?〕难道你们不怕在天上的主使飞沙走石的暴风摧毁你们吗 

确已否认众使者，我的谴责是怎样的？〔19〕难道他们没有看见 

他确是明察万物的。〔20〕除r安拉援助你们外，还有谁能做 

你们的援军呢？你们只陷f自欺之中。〔21〕谁能供给你们呢? 

如果至仁主扣留他的给养a不然，他们同执若骄傲和悖逆。 

〔22〕究竟谁更能获得引导呢？是匍匐而行的人呢？还是在£ 

路上挺身而行的人呢？ 〔23〕你说:"他是创造你们，并为你们 

创造和心的。你们却很少感谢/〔24〕你说：“他是使你 

说:“这个矜吿什么时候实现呢？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人。”〔26〕 

你说，关于此事的知识，只在主那里，我只是一个坦率的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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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

〔27〕当他们看见这应许临近的时蛱，不信的人们的面R将变成 

M的！并有声音对他们说：“这就是你们生前妄言不会实现 

的事。”〔28〕你说:“你们告诉我吧，如果安拉毁灭我，和我的同 

们将知道谁在明显的迷误中。”〔30〕你说：“你们耑诉我吧， 

这章足麦加的，全章共汁五二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0 3努奈D以笔和他们所写的盟眢，〔2〕你为主的恩典， 

你绝不是一个疯人，〔 3〕你必得享受不断的报酬，〔 4〕你础是 

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的。〔5〕你将看见，他们也将看见，〔 6〕 

你们究竟谁是害疯病的。〔 7〕你的主的确知道睢是叛离他的 

正道的，他的确知道谁是遵循他的正道的。〔S〕你不要顺从否 

就说：“这是古人的故事。”〔16〕我将在他的鼻子上打上烙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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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章 

〔17〕我确已考验他们，犹如考验园圃的主人们一样D当时，他们 

曾盟皙，他们必定在>?晨收获园圃中的果实，as〕并不留一部 

分给贫民。〔193当他们正在睡觉的时候，从你的主发出的灾难降 

临那个园圃，〔20〕一旦之间变成焦土一样3〔21〕他们曾在早 

晨彼此相呼=〔22〕“你们j在罕总到园里去，如果你们要想收 

获。”〔23〕他们走1%途中悄悄地商议说:〔24〕“今天绝不要让一 

个贫民走逬园圃，〔25〕他们早怠起来以为自己是能遏制的。 

〔26〕当他们看见园圃的时候，他们说;“我们确是迷误的，〔27〕 

不然，我们是被剥夺的! ”〔28〕他们中最优秀的人说：“难道我没 

有对你们说吗?你们怎么不赞颂安拉呢?”〔29〕他们说;“赞颂 

我们的主超绝万物！我们确是不义的，〔30〕于足他们大家走 

向前來，互相责备起来4〔31〕他们说t “伤哉我们！我们原来确是 

放荡者&〔32〕或许我们的主，以一个比这还好的园園f补偿我 

们，我们确是恳求我们的主的，〔33〕刑罚就是那样的。后世的 

刑罚确是更茧大的，假如他们知道。〔34〕敬畏的人们，在他们 

的主那里，必将享受恩肾的乐PL〔35〕难道我使H顺的人象犯1IP 

的人一样吗？〔36〕你们存什么理山？你们怎么这样的判断呢! 

〔37〕难道有一本可供你们诵习的天经，〔38〕在那本天经里你 

们确冇己所选择的。09〕难道我曾与你们缔结过复活日才 

满期的、坚定的盟约，因而你们确有你们所判断的?〔40〕你问他 

们，他们中有谁能保证那件事呢？〔41〕难道他们有许多配主吗？ 

教他们把那些配主召唤来，如果他们是诚实的人。〔42〕在那日， 

大难将临头，他们将被召去叩头，_他们不能叩头&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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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笔章 

〔43〕R]P^他们身逍凌辱，不敢仰视。而过去他们健全的时候， 

曾被召去叩头。〔44〕你让我惩治否认这训辞的人吧！我将使他 

们不知不觉地渐趋于毁灭。〔45〕我优容他们，我的计策确是周 

密的。〔46〕你向他们索取报酬，教他们担负太重呢？ C47〕还足 

他们能知幽玄，故加以〖己录呢？〔48〕故你应当忍受你的主的判 

备地被抛到荒凉的地方。〔50〕嗣后，他的主拣选了他，并使他 

入于莕人之列。〔51]不信道的人们几乎以他们的怒H使你跌 

倒。2他们听到宣读教诲的时候，他们说：“他确是，个疯子^ 

〔52〕这《古兰经》不是别的，它是对众肚界的教海。 

第六九章真灾（哈盖) 

这#是素加的，全穿共计五二打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真灾，〔2〕真灾是什么？〔3〕你怎么能认识真灾是 

什么呢？〔4〕赛莫德人和阿徳人，曾否认大难。〔5〕至于赛 

阿德人倒仆在地t，好象空心的海枣树干一样。〔8〕你能看 

见他们还有孑遗吗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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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灾章 

T:，ao〕他们曾违抗他们的主的使者，故他严厉惩治T他们 

事为你们的教训，以便能记忆的耳朵把它记住。〔13〕当号角一 

响，〔14〕大地和山岳都被移动，且互相碰撺一次的时候；〔15〕 

弱的a an众天神将在天的各方；在那丨1，在他们上面，将有 

八个天神，担负你的主的宝座；〔18]在那日，你们将被检阅，你 

〔19〕用右手接受自己的功过薄 

的人将说2 “你们贷我的功过簿去读读吧！〔20〕我确匕猜想到 

我必遇见我的账目。”〔21〕他将在愉快的生活里，〔22〕在崇高 

的乐园里，〔23〕那里面的水果伸手可得&〔24〕“你们可以愉怏 

地饮食，因为你们在过去的岁月中行过善〔25〕以左手接过 

自己的功过簿的人将说:“啊呀！但愿我没有接过我的功过簿 

C26〕不知道我自己的账目！〔27〕但愿尘世的死亡已了结我的 

乒中消失，〔30〕“你们捉住他，给他带上枷锁，〔31〕然后把他投 

在烈火甩，〔32〕然后把他穿在一榮七十ff长的链了-上。”〔33〕 

他生前确是不信仰尊大的安拉，〔3«不勉励人赈济贫民；C35〕 

故今H他在这电没冇一个亲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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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灾章 

〔36〕除脓汁外，他没有食物B〔37〕只有迷误的人们才吃脓汁《 

〔38〕不然，我以你们所能见的万象盟誓,〔39〕并且以你们所不 

能见的幽玄盟誓，〔40〕这确是尊贵的使荠的言辞；CU〕并不是 

诗人的言辞，你们很少信仰，〔42〕也不是卜人的言辞，你们很少 

觉悟。〔43〕这是从众世界的主降示的。〔44〕假若他假借我的名 

义，捏造遥言，〔45〕我必以权力逮捕他，U6〕然后必釗断他的大 

动脉，〔47〕你们中没有一个人能保卫他。〔48〕这确是对敬畏# 

道的人们确是悔恨。〔51〕这确是真实的信念，〔52〕故你当颂 

第七0章（韻列支) 

这章&麦加的，令章共计四四节，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a〕有人曾清求一种将发生的刑罚,〔 21那是为不信的人 

们而预定的，没有任何人能加以抵抗，〔3〕那是安拉 

梯的主宰——发出的，〔4〕众天神和精神在一日之内升到他那 

里。那一 n的长度是五万年。C 5〕你安然地忍受吧。〔6〕他 

们以为那刑罚是很远的，〔7〕我却以为那是很近的，〔8〕在 

那日天象熔铜，〔9]山象采绒。〔10〕亲威相见不相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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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天梯章 

〔11〕罪人M意赎取那U的刑罚，即使牺牲他的儿女、〔I2〕他的 

的人，但愿那能拯救自己。Q5〕绝不然，那确是发焰的烈火， 

〔16〕能揭去头皮，〔17〕能召唤转身而逃避的人。〔]8〕他曾聚积 

财产而加以保藏，P〔〗9〕人确是被造成浮躁的，〔20〕遭遇灾殃 

的时候是烦恼的，〔21〕获得财富的时候是杏啬的，〔22〕U有礼 

拜的人们，不是那样，L23〕他们是常守拜功的；〔24〕他们的财产 

中有一个定份，〔25〕是用于施济乞丐和贫民的；〔25〕他们是承 

认报应之R的；C27]他们是畏惧他们的主的刑罚的。〔28]他们 

的主的刑罚，确是难保不降临的。〔29〕他们是保守贞操的，L30〕 

除非对自d的妻子和奴婢，他们确是不因此而受责备的；〔31〕 

凡在这个范围之外有所要求的人，都是过分的^〔32〕他们是尊 

证的；〔34〕他们是谨守拜功的D〔35〕这等人，是在乐园中受优 

待的。〔36〕不信道的人们，怎么注视着你，三五成群的分列〔37〕 

在你的左右呢？〔38〕难道他们毎个人都希望入恩泽的乐闶吗 

〔39〕绝不然！我确已用他们所知道的物质创造了他们。〔40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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努哈章 

你应当任他们妄淡，任他们游戏，直到他们看到他们所被窖告 

的n子。〔43〕在那日，他们将从坟中出柬奔走，他们好象奔到 

牌位一样，〔44〕同时，他们身遭凌辱，不敢仰视。那是他们被 

警告的日子。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卟二八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我确已派遣努哈去教化他的宗族，我说：“在痛苦的 

〔2〕他说；“我的宗 

族啊！我确是你们的坦率的替告者，〔3〕你们应当祟拜安拉 

应当敬畏他，应当服从我，〔4〕他就赦宥你们的罪过，并且让 

你们延迟到一个定期。安拉的定期一旦来临的时候，是绝不延 

迟的，假若你们知道〔5：]他说；“我的主啊！我确已I』夜召 

唤我的宗族，〔 6〕但我的召唤使他们愈加逃避a〔7〕我每次召 

召唤他们,〔 9〕然后我公开地训导他们,秘密地劝凍他们，〔1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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努哈章 

〔11〕他就使丰足的雨水降临你们，〔12〕并fl以财产和子嗣援 

尊重呢?〔14〕他确已经过儿个阶段细造了你们。〔15〕难道你 

们没有看到安拉怎样创造七S天，〔16〕并以71亮为光明，以太 

阳为明灯吗?〔1?〕安拉使你们从大地生长出来，QS〕然后使你 

努哈说：“我的主啊！他们确已违抗我，他们顺从那因财产和 

子嗣而更加亏折的人们，〔22〕那等人曾定了一个i大的计谋 

的罪恶而被淹死，遂堕入火狱，故他们没冇获得援助的人们来 

抵御安拉。〔26〕努哈说：“我的主啊！求你不耍留一个不fS道 

者在大地上，〔27〕如果你留他们，他们将使你的众仆迷误，他 

们只生育不道德的、不感恩的子女^ 〔28〕我的主啊！求你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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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精灵章 

第七二章精灵（精尼)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二八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你说:“我曾奉到启示:有几个精灵巳经静听，并且说; 

f我们确d听见奇异的《古兰经》，〔 2〕它能导人于正道,故我们 

信仰它，我们绝不以任何物配我们的主。，〔3〕赞颂我们的主 

的尊严！超绝万物，他没有抒取妻室，也没有择取儿女。〔4〕 

我们屮的庸愚，常以悖谬的事诬蔑安拉s〔3〕我们曾猜想人和 

精灵绝不诬蔑安拉A 〔6〕曾有一些男人，求些男精灵保护他 

们，因而使他们更加骄傲。〔7〕那些男人曾象你们一样猜想安 

拉绝不使任何死者复活，C 8〕“我们曾试探天，发现天上布满 

坚强的卫士和灿烂的里宿〆9〕过去，我们为窃听而常常坐在 

天上可坐的地方。现在谁去窃听，谁就发观一颗灿烂的星 

宿在等着他。〔]0〕我们木知道，究竟是大地上的万物将遭患 

难呢？还是他们的主欲引他们于正道呢？ 〔11〕我们中有善良 

的，有次于善良的，我们是分为许多派別的。〔12〕我们相信, 

我们在大地t，绝不能使安拉无奈，也绝不能逃避真主的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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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灵章 

的。〔15〕至于乖张的，将作火狱的燃料，〔16〕假如他们遵循 

谁退避主的教训，他将使谁入在严峻的刑罚中。〔〗8〕一切淸 

真寺，都是安拉的，故你们应当祈祷安拉，不要祈祷任何物。 

〔20〕你说:“我只祈祷我的屯f我不以任何物配他。”〔21〕你说 

我不能为你们主持祸福，〔223你说:“任何人不能保护我不 

受安拉的惩罚；除安拉外，我绝不能发现任何避难所。〔23〕我 

受火狱的刑罚，而II永居其中。〔24〕待他们看见他们所被瞥告 

的刑罚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谁是更寡助的。”〔25〕你说:“我不 

和后面行走，〔28〕以便他知道使莕确已传迖T他们的主的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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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衣的人章 

第七三章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二O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披衣的人啊！〔2〕你应当在夜间礼拜，除开不多的时 

间，〔3〕半夜或少一点，〔4〕或多一点。你应当讽诵《古兰经》， 

〔 5〕我必定以庄严的言辞授予你，〔 6〕夜间的觉醒确是吏适 

当的;夜间的讽诵确是更正确的^〔 7〕你在白天忙于事务，〔 8〕 

故你应当记念你的主的尊名，你应当专心致志地敬事他^〔 9〕 

他是东方和西方的主，除他之外，绝无应受崇拜的，故你应当 

以他为监护靑。〔〗0〕你应当忍受他们所说的谰言，而温和地退 

避他们a〔I〗〕你让我处治享受安乐而否认真理的人们吧!你稍 

稍地宽待他们吧！〔〗2〕我那里确奋沉里的镣和强烈的火，〔13〕 

有噔人的食物，和痛苦的刑罚。〔14〕在那口，天地和山峦都 

要震动，而山峦将要变成一堆散沙，Q5〕我确已派造一个使 

者来教化你们，而且对你们作证，犹如我曾派遣一个使者去教 

化法老一样〆16〕但法老违抗了那个使者，故我严厉地惩治了 

他^〔17〕如果你们不信道，那末f你们怎么防备那将使儿童 

d发苍苍的[1T呢？ 〔]8〕天将为那日而破裂，安拉的应许是 

要实现的& 〔19〕这确是一种教训.谁愿意觉悟，谁可以选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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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衣的人章 

t〔20〕你的中的确知道你礼拜的时间，不到全夜的三分之二，或 

二分之一、或二分之。你的R道中，有一群人也是那样做的。 

安拉预定黑夜和A昼的长度，他知道你们不能计算它，故赦宥 

你们D你ff】应当诵《古兰经》中简易的〔文辞\他知道你们中将 

有一些病人，和别的汴多人，或旅行四方，导求安拉的恩惠i或 

为安拉而作战，故你们应当讽顷其中简易的〔文辞h你们应当 

盖被的人^ 
(孟荡西尔) 

这草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五六节&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盖被的人啊！〔2〕你应当起来，你应当警告，〔3〕 

你应2颂扬你的主宰，〔 4〕你应当洗涤你的衣服，〔 5〕你应当 

远离污秽，C 6〕你不要施恩而求厚报，〔 7〕你应当为你的主而 

陷忍。〔 8 3当兮角被吹响的时候，〔 9〕在那时，将有一个艰难的 

H子。〔10〕那个日子对不佶道的人们，是不容易度过的。〔11〕 

你让我独D处治我所创造的那个人吧！ 〔12〕我赏赐他丰富的 

财产，〔13〕和在跟前的子嗣，〔:U〕我提高了他的声望，〔15〕而 

他还企望我再多加赏赐。[16]绝不然！他确实是反对我的迹 

象的f [17]我将使他进受^难。〔18〕他确巳思考，确已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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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被的人章 

〔19〕但无论他怎样计划，他是被弃绝的Z2W无论他怎样汁划， 

他终是被弃绝的。〔21〕他看-看，〔22〕然后皱眉蹙额，〔23〕 

〔25〕这只是凡人的f辞。”〔26〕我将使他坠入火狱，〔27〕 

你怎能知道火狱是什么？〔28〕它不让任何物存在，不许任何 

物留下，〔29〕它烧灼肌肤a C30〕f?理它的，共计十九名。 

〔31〕我只将管理火狱的造成天神，我只以他们的数目f 

考验不信道的人们，以便曾受天经的人们认淸，而信道的人 

们更加笃信I以免曾受天经的人们和倍道的人们怀疑f以 

便心中有病费和不信道者说：“安拉设这个甓喻做什 

循正路。只有你的主，能知道他的军队，这只是人类的教训 

〔32〕真的，以月亮盟誓，〔33〕以逝去时的黑夜盟誓，〔34〕以显 

照时的黎明盟誓，〔35〕火狱确是一个大难，〔36〕可以警告人类， 

〔37〕替告你们中欲前进苦或欲后退者；〔3S〕各人将因自己的 

相询问，〔41〕问犯罪人们的情状，〔42〕“你们为什么堕入火狱 

呢?”C43〕他们说:“我们没有礼拜，〔44〕也没有济贫，〔45〕我 

们与妄言的人们一道妄言，〔46〕我们否认报应日，U7〕一直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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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复活章 

〔48〕说情者的说情，将无益丁-他们。〔49〕他们怎么退避这教丨川 

样。〔52〕不然，他们中的毎个人都希望获得一呰展开的天经。 

C53〕绝不然，他们不畏惧后世！〔54〕真的，这《占兰经》确是一 

个教诲！〔55〕谁愿意，谁记忆它，〔56〕他们只因安拉的意欲而 

第七五章复活（格雅迈> 

这章是查加的，全章共计四0节1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我以H活日盟誓，〔 2〕我以自责的灵魂盟普，C 3〕难 

道人猜想我绝不能集合他的骸骨吗？ 〔 4〕不然。〔我将集合他 

的骸骨〕，而K能使他的每个手指复原^〔5〕不然，人欲长此 

放荡下去。〔 6〕他问复活日在什么时候。〔 7〕当眼吕昏花，〔 8〕 

里去呢?”〔11〕绝不然，绝无任何避难所。〔12〕在那日，唯你 

的主那里，有安定之所。〔13〕在那日，各人将被告知自己前前 

后后做过的事情3〔14〕不然，各人对⑴己就是明证，〔15〕即使 

〔17〕集合它和诵读它，确是我的责任a〔18〕当我诵读它的时 

候，你当静听我的诵读。〔19〕然G解释它，也是我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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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复活章 

〔20〕真的，你们喜爱现[it的生活，〔21〕而不顾后世的生活。〔22〕 

在那日，许多面H是光华的，〔23〕是仰视着他们的主的。〔24〕 

信那是离别a〔29〕〔死时〕胫与胫相缠结a〔30〕在那日，他只 

被驱赶到你的主那里。〔31〕他没有信道，也没有礼拜。C32〕 

他否认真理，背弃正道，〔33〕然后傲慢地走回家太、〔34〕“毁 

灭已逐渐地临近你。〔35〕毁灭已逐渐地临近你，〔36〕难道人 

猜想自己是被放任的吗？〔37〕难道他不曾是被射出的精液吗? 

〔38〕然后，他变成血块，而安拉加以创造他，使之成为肢体完 

全的人吗？〔39〕他用精液造化两性，男的和女的^〔40〕难道那 

样的造化者不能使死人复活吗？ 

这章是麦地那的，全章共计三一爷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C23 

我确已用混合的精液创造人，并加以试验，将他创造成聪明 

的。〔 3〕我确S指引他正道，他或是感谢，或是辜负。〔 4〕我 

确已为不信道著预备许多铁链、铁圈和火狱。〔5〕羞人们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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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章 

〔 6〕即安拉的众仆所饮的一it/矣水，他们将使它大M浦出 

〔 7〕他们履行誓愿，并毘惧灾难普降H，〔 8〕他们为喜爱安拉 

而赈济贫民*孤儿、俘虏。〔 9〕“我们只为爱戴安拉而赈济你 

们，我们不望你们的报酬和感谢。〔10〕我们的确艮惧从我们的 

主发出的严酷的一 PU”〔1〗〕故安拉将为他们防御那日的灾难 

并赏赐他们光华和快乐。〔12〕他将因他们的噔忍而以乐园 t 

和丝絢报酬他们，〔13〕他们在乐园中，靠在床上，不觉炎热 

也不觉严寒。乐园的荫影覆庇着他们，乐园的果实，他们 

容易采摘。〔15〕将奋人在他们之间传递银盘和玻璃杯——〔16〕 

晶莹如玻璃的银杯，他们预定每杯的容量，〔17〕他们得用那 

些杯饮含有萎汁的醴泉，〔18〕即乐园中有名的清快泉。SG9〕 

时候，你会看见恩泽和大国。〔21〕他们将穿着绫罗锦缎的绿 

袍，他们将享受银镯的装饰，他们的主，将以纯洁的饮料赏赐 

他们。〔22〕〔将对他们说:〕“这确是你们的报酬，你们的劳缋 

是有报酬的，〔23〕我确已将《古兰经》零星地降示你，〔24〕故 

你应当忍受你的主的判决。你不要顺从他们中任何犯罪的人 

或孤恩的人。〔25〕你应当朝夕记念你的主的尊名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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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使章 

〔26〕夜里，你应当以小部分时间向他叩头，以大部分时间赞颂 

他。〔27〕这等人的确爱好现世，而忽视未来的严茧的一日。 

〔28〕我创造了他们，并使他们的体格坚实。如果我意欲，我将 

以象他们一样的人代替他们。〔29〕这确是教诲，谁愿意觉悟， 

谁可以选择一条通达他的主的道路。〔30〕除安拉意欲外，你们 

决不怠欲，安拉是全知的，是至睿的。〔31〕他使他所意欲的 

人r入在他的慈恩中^至于不义的人们，他已为他们预备了痛 

第七七章（姆尔赛拉特〉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五O货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C1〕誓以奉派传达佳音，(: 2〕遂猛烈吹动苕，〔 3〕誓以传 

播各鞠，〔4〕而使之分散，45〕乃传授教训者，〔6〕普以承原 

谅或窨告者，〔7〕警告你们的事，是必定发生的。〔S〕当星宿 

黯淡的时候，C 9〕当天体破裂的时候，ao〕当山峦飞扬的时候 

〔11〕当众使者被定期召集的时候，〔12〕期限在哪日呢？〔13〕 

在判决之日D 〔14〕你怎能知道判决之日，是什么？〔15〕在那 

曰，伤哉否认真理的人们。〔16〕难道我没有毁灭先民吗？〔17〕 

然后，我使后民随他们而消灭。as〕我将这样处治犯罪的人。 

〔19〕在那日，伤哉否认真理的人们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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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九 天使章 

〔20〕难道我没有用薄弱的精液创造你们吗?〔21〕我把它放在 

个坚固的安息之所，〔22〕到一个定期。〔23〕我普判定，我是 

善于判定的。〔24〕在那伤哉否认真理的人们。〔25〕难道 

我没有使大地成为包罗〔26〕活物和死物的吗？〔27〕我曾在 

大地七，安置许多崇卨的山峦。我普赏赐你们甘美的饮料。 

〔28〕在那M ,伤哉否认真理的人们!〔29〕“你们去享受你们 

所否认的刑罚吧!〔30〕你们去享受有三个杈的荫影吧! ”〔31〕那 

殿般的火星，〔33〕好象黧黑的骆驼一样。OM〕在那伤战否 

认真理的人们！〔35〕这是他们不得发言之W。〔36〕他们不蒙许 

可，故不能道歉。〔37〕在那日，伤哉否认真理的人们！ C38〕这 

是判决之日，我把你们和先民集合在一处。〔39〕如果你们有什 

么计谋，你们可对我用计。〔40〕在那日，伤哉否认真理的人们 

〔41〕敬畏的人们，必定在树荫之下，清泉之滨，C42〕享受他 

们爱吃的水果，〔43〕将对他们说;“你们曾经行善，故你们痛快 

地饮食吧1” U4〕我必定这样报酬行善的人们。〔45〕在那H， 

伤哉否认真理的人们。〔46〕“你们暂时吃喝亨受吧！你们确是 

犯罪的人。”〔47〕在那日，伤哉否认真理的人们！〔48〕有人对 

人们f〔50〕除《占兰经》外，他们要信仰什么文辞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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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消息章 

〔3〕就是他们所争论的消息。〔4〕绝不然！他们将来就知道 

T.〔5〕绝不然，他们将来就知道了。〔6〕难道我没有使大地 

如摇篮，〔 7〕使山峦如木粧吗？〔 8〕我曾把你们造成配偶，〔 9〕 

我曾使你们从睡眠中得到休息，〔〗0〕我曾以黑夜为帷幕，〔11〕 

我以白昼供谋生，〔12〕我曾在你们上面建造了七层坚同的天, 

〔13〕我创造_盏明灯，C14〕我从含水的云里，降卜滂沱大雨， 

〔17〕判决之日，确是指定的n期，〔18〕在那日，号角将被吹 

响，你们就成群而来；〔1幻天将被开辟，有许多门户；〔20)山峦 

不能睡眠，不得饮料，〔25〕只饮沸水和腋汁。〔261那是一个 

很适当的报酬。〔27〕他们的确不怕淸算，〔28〕他们曾否认我 

的迹象，〔29〕我曾将万事记录在一本天经里，〔30〕〔将对他们 

说:〕“你们尝试吧！我只增加你们所受的刑罚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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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息章 

和两乳圆润t年龄划一的少女，〔34〕和满杯的醴泉。〔35〕他们 

在那里面听不到恶言和谎话a 〔36〕那是从你的主发出的报 

他们不敢向他陈说，〔38〕在精神和众天神排班肃立之日，他们 

不得说活，唯至仁主所特许而11能说正话的，才敢发言，〔39〕 

那是必有的日子，谁M欲，谁就择取一个向他的主的归宿〆40〕 

我的确替告你们一种临近的刑罚，在那日，各人将耍看见自己 

所已做的丄作，不倍道的人们将要说:“啊！但脱我原是尘土， 

这草是麦加的，全瑋共计四六节c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誓以急掣的，〔2〕轻曳的，〔3〕奔驰的，〔4〕先驱的 

〔5〕决策的，〔6〕当震动者震动，续发者续发之口，〔8〕 

们说：“我们必定复元吗？〔11〕那是在我们已变成朽骨的时 

候吗?”〔12〕他们说：“然则*那是一次亏折的复原。”〔13〕那只 

是一次吼声，〔14〕他们忽然在地面之上。〔15〕穆萨的故事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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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掣的章 

〔17〕“你到法老那里去吧！他确是悖逆的，〔18〕你对他说: 

‘你愿意成为纯洁的人吗？〔19〕你愿盘我引导你认识你的卞, 

而你畏惧他吗，”〔20〕他把那最大的迹象昭示了法老，〔21〕 

m他否认，而且违抗。〔22〕然后，他转身而奔走D〔23〕于是， 

召集民众^而R喊叫，〔24〕说：“我是你们的至尊的主/’〔25〕故 

安拉以后世和今世的刑罚惩治他D〔26〕对于畏惧的人们 

此中确冇一种鉴戒。〔27〕你们是更难造的呢？还是天是更 

难造的呢？他曾建造了天，〔23〕他升起它的高度，而成全 

它的形体7 〔29〕他使它的夜间黑暗，并显出它的光明。〔30〕 

此后，他将地面展开，G1〕他使地面涌出泉水来，生出植物来。 

〔32〕他使山峦稳定，以便你们和你们的牲畜获得享受。 

〔36〕火狱将为能见的人显露出来的曰子。〔37〕悖逆〔38〕而且 

选择今世生活的人，〔39〕火狱必为他的归宿“40〕至于怕站 

在主的御甜受帘问，并戒除私欲的人，W1〕乐园必为他的 

归宿。〔42〕他们问你复活时在什么时候实现,〔43〕你怎能说明 

它呢？ 〔44〕惟有你的主能知它的究竟。〔45〕你的警告只有 

裨于畏惧它的人，〔46〕他们在见它的那日,好像在坟里只逗 

眉 第八0章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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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皱眉章 

这草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四二节，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C1〕他曾皱眉，而且转身离£，〔 2〕因为那个盲人来到他的 

面前。〔3〕你怎能知道呢？他也许能受熏陶，〔4〕或听忠告， 

而蒙教益&〔 5〕至于D满者，〔6〕你都逢迎他，〔7〕他不受 

熏陶,于你何干？〔8〕至于殷切地来请教你，〔9〕而且心怀 

敬畏者，〔10〕你却怠慢他。〔11〕绝不然!这确是一种教训&〔12〕 

谁欲记诵它，就叫谁记诵它吧。〔13〕它在珍贵的册叶里；〔14〕 

那些册叶，是被称扬的，是被涤净的，〔15〕是在许多书记的手 

里的？〔16〕那些书记，是尊贵的，是良善的6 Q7〕该死的人I他 

是何等的忘恩！ L18〕安拉呰用什么创造他的呢？〔19〕是用精 

液4他曾创造他，并预定他发耷的程序^〔20〕然后,他使他的 

道路平易。〔21〕然后，他使他死，并安葬他u〔22〕然后，当他 

意欲的时候，他使他复活。〔23〕绝不然，他还没有奉行他所 

命令他的事务。〔24〕教人观察C|己的食物吧！ [25〕我将雨水 

大M地倾注下来&〔26〕然后，我使地面奇异地裂开，〔27〕我在 

大地h生产百谷，〔28〕与葡萄和苢蓿，〔29〕与悻镦和海枣,〔30〕 

与茂密的园圃、〔31〕水果和牧草，〔32〕以供你们和你们的牲 

畜享受。〔33〕当震耳欲聋的轰声来临的时候，〔34〕在那日，各. 

人将逃避自己的弟兄、〔35〕自己的父母、〔36〕自己的妻子儿 

女;〔37〕在那日，各人将自顾不暇;〔38〕在那日，许多面目是光 

华的，〔39〕是喜笑的，是偷快的;〔40〕在那日，许多面目上，将 

有灰尘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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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十 黯雜章 

这草是忐加的，全章共计二九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C1〕当太阳黯黯的时候，〔 2〕当星宿零落的时候，〔 3〕当山 

峦崩溃的时候，〔 4〕当孕驼被抛弃的时候，〔 5〕当野兽被集合 

的吋候，〔6〕当海洋澎湃的时候。〔7〕当灵魂被配合的时候， 

〔 8〕当被活埋的女孩被洵问的时候:〔 9〕“她为什么罪过而遭 

杀害呢?”〔10〕当功过簿被展开的时候，L11〕当天皮被揭去的 

时候，〔12〕当火狱被燃着的时候，〔13〕当乐园被送近的时候， 

aci锊个人都知道他所作过的善恶^〔1S〕我誓以运行的众® 

〔16〕没落的行星，C17〕和逝去时的黑夜，as〕照耀时的早晨， 

〔19〕这确是一个尊贵的使者的言辞，〔20〕他在宝座的主那里， 

是有权力的，是有地位的，C21〕是众望所归，而且忠于职守的。 

〔22〕你们的朋友，不是一个疯人，〔23〕他确L1看见那个天使在 

明显的夭边，〔24〕他对幽玄不是吝教的。〔25〕这不是被放逐的 

恶魔的f辞，〔26〕然则，你们将往那里去呢？ 〔27〕这只是 

对于众肚界的教诲——〔28〕对于你们中欲循规蹈矩者的教 

诲，〔29〕你们不欲循规蹈矩，除非安拉一- Ik世界的t 

M欲的时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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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裂章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一九m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C1〕当苍芎破裂的时候，L 2〕当众虽飘堕的时候，〔 3〕当海— 

洋混合的时候，C 4〕当坟墓被揭开的时候，C 5 1每个人都知道 

0己前前后后所做的一切事情。〔6〕人啊!什么东西引诱你背 

然后，使你匀称。〔 8〕他意欲仆么型式，就依什么型式而构造 

你。〔9〕绝不然，但你们否认报应！〔10〕你们的上面，确夜许 

多监视者，〔11〕他们是尊贵的，是记录的，〔12〕他们知道你们 

的一切行为6〔13〕善人们，必在恩泽中；〔14〕恶人们，必在烈 

称量不公_ 
(太颓斐弗)r 

这嗦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三六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伤哉！称呈不公的人们。C 2 3当他们从别人称M进 

来的时候,他们称量得很充足；〔 3〕当他们M给别人或称给别 

人的时候，他们不称足不呈足。〔 4〕难道他们不信自己将复活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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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称量不公章 

〔51在一个重大的日T吗？〔6〕在那0,人们将为众世界的 

主时起t〔7〕绝不然，恶人们的记录，将在一本恶行簿中。 

〔8〕你怎能知道恶行簿是什么？ 〔9〕是一本封存的簿子。 

〔10〕在那日，伤哉否认的人们——〔11〕否认报应日的人们! 

〔12〕只有每个过分的犯罪的人，否认它。〔13〕当别人对他宣 

读我的迹象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这是古人的故事。”〔14〕绝不然, 

何他们所犯的罪恶，已象锈样蒙蔽他们的心。〔15〕真的， 

在那日，他们必受阻拦，不得觐见他们的主。G6〕然后，他们 

必堕入烈火之巾J17〕然后，或者将对他们说：“这就是 

你们所否认的。”〔18〕真的，善人们的记录，确在善行簿中。 

G9〕你怎能知道善行簿是什么？〔20〕是一本封存的簿子， 

〔21〕安拉所亲近的夭神们将作证它5〔22〕善人们必在恩泽中， 

〔23〕靠在床上注视着，〔24〕你能在他们的面目上认识恩泽的 

光华。〔25〕他们将饮封存的天醇，〔26〕封瓶口的，是麝香c 

教贪爱这种幸福的人们，争先为善吧！ 〔27〕天醇的混合物， 

是由太斯尼姆来的，〔28〕那是一洞泉水，安拉所亲近的人将饮 

它。〔29〕犯罪的人们常常嘲笑信士们，〔30〕当信士们从他们 

的面前走过的时候，他们以目互相示总;〔31〕当他们㈣家的 

时候，洋洋得意地回去；〔32〕当他们遇见信士们的时候， 

他们说：“这等人确是迷误的，〔33〕維们没有被派去监视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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绽裂章 

〔34〕故今日信士们，嘲笑不信道的人们，〔35〕他们靠在床 

上注视着，〔36〕“不信道的人们巳获得他们的行为的报酬 

了吗 

这章是麦加的f全窣共计二五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当天绽裂，〔2〕听从主命，而且宜T听从的时候；〔3〕当 

宜于听从的时候；〔 6〕人啊！你必定勉力工作，直到会见你的 

主，你将看到G己的劳绩7〕至丁用右手接过功过簿珩，〔 8〕 

将受简易的稽核，〔 9〕而兴高采烈地返于他的家厲；〔10〕至于 

〔13〕从前他在家厲间原是快乐的，〔1«他已猜想他绝不会归于 

〔16〕我以晚霞盟皙， 

CI7〕以黑夜及其包罗万象的盟誓，〔18〕以圆满时的月亮盟普 

〔19〕你们必定遭遇重垔的灾难D〔20〕他们怎能不信道呢？〔21〕 

〔22〕不然，不信道的人们，是否认真理的，〔23〕安拉全知道他们 

6中隐藏的东西，〔24〕故你当以一种痛苫的刑罚向他们报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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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十 十二宫章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二二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C 1〕誓以有宫分的莅穹，〔 2〕和所警告的日子，〔 3〕以及 

能证的和所证的日子，〔4〕愿掘坑的人们，被弃绝，〔5〕那坑 

里有燃料点着的火，〔 6〕当时，他们坐在坑边，〔 7〕他们见证 

乜己对信士们的罪行，〔 8〕他们对于信士们，只责备他们信仰 

安拉^^万能的，可颂的主，〔3〕天地的H权只是他的，安拉 

入F临诸河的乐园，那确是伟大的成功。〔12〕你的主的惩治， 

确是严厉的，〔13〕他确能创造，且能再造,〔14〕他是至赦的，是 

至爱的，〔15〕是宝座的主，是尊严的，〔16〕是为所欲为的。〔17〕 

你曾听见军队的故事了吗？ Q8〕法老和赛莫德人的故事。〔197 

不然，不信道的人们陷于否认之中，〔20〕安拉是从各方面包罗 

他们的，〔21〕不然，这是尊严的《占兰经》，〔22〕记录在一块受 

保护的天牌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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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十 启明星 至尊章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一七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〔I〕以苍穹和启明星盟誓，〔2〕你怎能知道启明星是什 

么?〔 3〕是那灿烂的明星6〔 4〕每个人，都有一个保护冇。〔 5〕 

人应当想一想，他自己是用什么造成的？〔 6〕他是射出的精液 

造成的。〔7〕那精液是从脊柱和肋骨之间发出的。〔8〕安拉 

确是能使他复原的，C9〕那是在一切秘密被揭穿之日^ CIO〕 

他绝没冇能力，也没有援助者。〔11〕以含雨的云〔12〕和有缝 

的地发誓，〔I3〕这确是分別真伪的言辞，〔I4〕这不是笑话。U5〕 

他们必定要用计谋，〔16〕我也要用计谋。〔17〕所以你当宽限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草共计一九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C1〕你当赞颂你至岛主的大名超绝万物，〔2〕他创造万 

物，并使各物匀称。〔3〕他预定万物，而加以引导g〔4〕他生出 

牧草，C 5〕然后使它变成黑色的枯草。〔 6〕我将使你诵读，故 

你不会忘记，〔 7〕除非安拉所欲你忘记的。他的确知道显著的 

和隐微的言行。〔 8〕我将使你遵循平易的道路，C 9〕故你当教 

诲众人，如果教诲有裨于他们的话。〔10〕畏主的人，将觉悟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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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十 大灾章 

〔11〕薄命的人，将退避，〔12〕他将入于大火，〔13〕然后，在火 

里不死也不活。〔14〕有教养的人确匕成功，〔15〕他记念他 

的主的荨名，而谨守拜功u〔16〕不然，你们却选择今世的生活 

〔17〕其实，后世是更好的，是更久长的。〔18〕这确是载在古 

经典中的，〔19〕载在易卜拉欣和穆萨的经典中的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窣共计二六节，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U〕大灾的消息，确已降临你了，〔2〕在那日，将有许多 

人，是恭敬的.〔 3〕劳动的、辛苦的〆4〕他们将入烈火，〔 5〕 

将饮沸泉，〔6〕他们没有食物，但冇荆棘，〔7〕旣不能肥人 

又不能充饥；〔8〕在那日，将有许多人，是享福的,〔9〕疋为 

其劳绩而愉快的，〔10〕他们将在崇卨的乐园中，〔11〕听不到 

恶言，〔12〕里面有流泉，〔13〕甩面冇高榻，〔:14〕有陈设着的杯 

盏，〔15〕有排列着的靠枕，〔16〕冇铺展开的绒毯^〔17〕难道他们 

不观察吗？骆驼是怎样选成的，〔1幻夭是怎样升卨的，〔19〕山 

峦是怎样竖起的，〔20〕大地是怎样展并的。〔21〕你当教诲，你 

只是教诲〔他们的〕，〔22〕你绝不是监察他们的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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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^rt 黎明章 

谁。〔25〕他们必定只归于我，〔26〕他们的稽核，必定由我负责* 

这章是麦加的t全草共计三0节。 

〔1〕誓以黎明，〔2〕与十夜，〔3〕与偶数和奇数，〔4〕与离 

去的黑夜，[: 5〕对于冇理智者，此中有一种盟誓吗？〔 6〕难道你 

不知道你的主怎样惩治阿德人——C7〕有高柱的伊赖姆人吗 

〔8〕象那样的人，在别的城市里还没有被创造过的^—〔9〕怎 

的法老。〔11〕这等人曾在同中放肆，U2〕乃多行不义I〔]3〕 

故你的主把一种刑罚，倾注在他们身上。〔14〕你的主，确是监 

视的。〔15〕至T人，当他的主考验他，故优待他，而且使他过 

故节约他的给养的时候，他说:“我的主凌辱我i\”〔17〕绝不 

震动,〔22〕你的主和整列整列的天神,同齐来临的时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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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十 地方章 

[23]在那n，火狱将被拿来；在那r 

益呢? 

〔25〕在那F1,任何人，不用他的那种刑罚惩治别人;〔26〕任何人 

不用他的那种束缚束缚别人。C2H安定的M魂啊！ 〔28〕 

你应当喜悦地，被喜悦地IH于你的主^〔29〕你应当入在我的 

第九0章 
(白赖德)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二0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a〕我以这个地方盟w——〔 2〕你将在那里，不受羁束 

〔3〕我以一个父亲和他所生的+孙盟誓，〔 4〕我确已彳巴人 

创造在苫难里。〔叼他以为任何人都不能制裁他叫？〔6〕他 

U〕难道我没有为他创造两只眼睹、〔 9〕一条舌头、两片嘴 

唇，〔10〕并指示他两条明显的道路吗？〔11〕他怎么不M越山径 

呢？〔12〕你怎能知道超越山径是什么事？〔13〕是释放奴隶，〔14〕 

或在饥荒日赈济〔15〕亲戚的孤儿，C16〕或困穷的贫民;〔17〕同 

时，他是一个信道而且行善，并以坚忍相勉，以慈悯相助者。〔18〕 

这等人是幸福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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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十 太阳 黑夜章 

〔19〕+倍我的迹象者，是薄命的，〔20〕他们将被关在火狱里。 

第九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一五节•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C1〕以太阳及其光辉发誓，C 2〕以追随太阳时的月亮发 

誓，〔 3 )以掲示太阳时的白昼发誓，C 4〕以笼罩太阳时的黑夜 

发誓，〔5〕以苍穹及其建筑者发誓，〔6〕以大地及其铺展者发 

誓，〔7〕以哭魂及使它均衡，〔8〕并启示他善恶者发誓，〔9〕 

凡培养d己的性灵者，必定成功；〔10〕凡戕害㈢己的性灵若， 

必定失畋^〔11〕赛莫德人巳因过分而否认真理• U2〕当时，他 

们中最薄命者忙上前来，〔13〕使者就对他们说:“你们让安拉的 

母驼自由饮水吧，〔14〕但他们否认使者而宰杀母驼，故他们的 

主因他们的罪过而毁灭他们，使他们普遍受难。〔15〕他是不顾 

虑那灾难的后果的。 

这窣是麦加的r全章共H二一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〔1〕以笼罩时的黑夜发锊，〔 2〕以显著时的白昼发誓，〔 3〕 

以创造男性和女性的主发赞，〔4〕你们的行为,确是+1^的。 

〔5〕至于赈济贫民，敬畏安拉，〔 6〕FI承认至善者，〔 7〕我将 

使他易于达到最易的结局乂 8〕至于吝惜钱财，〖1谓无求，〔 

且否认至善者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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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上午 开拓章 

〔10〕我将使他M于达到最难的结C1D当他沦亡的时候， 

他的财产于他冇什么裨益呢！ 〔12〕我确有指导的责任，〔13〕 

我确有后世和今世的主权，〔14〕故我筈告你们一种发焰的火 

〔15〕唯薄命者览入其中，〔16〕他否认真理，而背弃之a〔17〕敬畏 

者,得免于火刑。〔18〕他虔诚地施舍他的财产，〔19〕他没有受过 

任何人的应报的恩德，[20]但他施舍只是力/求他的至高主的 

尊容，[21〕他自d将來必定喜悦。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—一节•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誓以上午，〔2〕誓以黑夜，当其寂静的时候，〔3〕你 

的+:没有弃绝你,也没有怨恨你I〔4〕后世于你，确比今世更 

好；〔5〕你的主将来必赏赐你，以至你喜悦。〔6〕难道他没有 

发现你伶仃孤苦*而使你有所归宿？ C 7〕他曾发现你徘徊歧 

途，而把你引入正路；〔8〕发现你家境寒苦，而使你衣食丰足。 

〔9〕至于孤儿，你不要压迫他;〔10〕至于求肋者,你不要喝斥他 

〔11〕至于你的主所赐你的恩典呢，你应当宣示它。 

这荩是忐加的，全章共计八节&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〔1〕难道我没有为你而开拓你的胸襟吗？〔21我卸下了 

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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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十 无花果 血块章 

〔3〕即使你的背担负过m的，〔4〕而提高了你的声望，C5〕 

与艰难相伴的，确是容易，〔61与艰难相伴的，确是容易，〔7〕 

当你的事务完毕时，〔8〕你应2勤劳，你应当向你的主恳求。 

第九五章 

这章是羞加的，全章共计八节*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a〕以无花果和摔镦果盟誓，〔 2〕以西奈山盟誓，C 3〕以 

这个安宁的城市盟誓，〔4〕我确已把人造成具有M美的形态 

受不断的报酬。〔7〕此后，你怎么还否认报应呢？〔3〕难道 

〔1 ]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〔 2〕他曾用血 

块创造人。〔3〕你应当宣读，你的主是最尊严的，〔4〕他锷教 

人用笔写字，〔 5〕他曾教人知道D己所不知道的东西。C 6〕绝 

不然，人确是悖逆的，〔73因为他认为自d是无求的，〔8〕万 

物必定只归于你的主〆9〕你告诉我吧！〔10〕那个禁止我的仆 

人礼拜的人；〔11〕你告诉我吧！如果他是遵循正道的，〔12〕或 

是命人敬畏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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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高贵 明证章 

〔13〕你告诉我吧！如果他是否认真理，背弃真理的，CU〕难道他 

还不知道安拉是监察的％?〔15〕绝不然，如果他不停止，我 

一定要抓住他的额发——〔16〕说谎者，犯罪荞的额发。U7〕 

让他去召集他的会众吧！ 〔18〕我将召集强悍的天神。〔19〕绝 

不然，你不要顺从他，你应当为安拉而叩头，你应当亲近安拉^ 

这章是麦加的，仝泛共计五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C 1〕我在那高贵的夜间确己降示它，C 2〕你怎能知道那 

众天神和稍神，奉他们的主的命令，为一切事务而在那夜间降 

临，I： 5〕那夜间全是平安的，直到黎明显著的时候a 

第九八章 

这章是麦地那的，全窣共计八节*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信奉天经者和以物配主者f他们中不信道的人没有 

离开自己原有的信仰，直到明证來临他们。〔2〕那个明证是 

安拉所派造的一个使#,他诵读纯洁的册页，〔 3〕其中有许多 

〔5〕他们只奉命岽拜安拉5虔诚敬意，恪遵正教，谨守拜功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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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十 地震 奔驰的马队章 

〔 6〕信奉天经者和以物配卞_者，他们中不佶道的人，必入火狱 

善的人，C 8〕他们在他们的主那里的报酬是下临诸河的常 

住的乐园，他们将永居其屮，安拉喜悦他们，他们也喜悦他 

第九九章 

这#足麦地那的，全草共计八节.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，大地猛烈地震动t〔2〕抛其重担，〔3〕人们说：“大 

地怎么啦？ ”〔4〕在那日，大地将雜告它的消息。〔5〕因为你 

的主已启示r它;〔6〕在那日，人们将纷纷地离散，以便他们得 

见自己行为的报应。〔7〕行-个小蚂蚁重的善事者，将见其报酬 

奔驰的马队 
(阿底雅特)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一一节，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以喘息而奔驰的马队盟誓，L 2〕以蹄发火花的马队 

盟誓，〔3〕以早晨出击，〔4〕卷起尘埃，〔5〕攻入敌围的马队 

盟誓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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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十 大难竞赛富庶章 

〔6〕人对于主，确是孤负的D〔7〕他自己对那孤负确是见证的， 

当坟中的朽骨被揭发，〔10〕胸中的秘密被M汞的时候，〔11〕 

这竞是麦加的，含草共计一一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大难，〔2〕大难是什么？〔3〕你怎能知道大难是什 

么？〔4〕在那日，众人将似分散的飞蛾，〔 5〕山S-将似疏松的 

采〔6〕至于善功的分量较重者，〔7〕将在满意的生活中 

〔8〕至于善功的分量较轻者，〔9〕他的归宿是深坑。〔10〕你怎 

能知道深坑里冇什么？〔11〕有烈火。 

竞赛富庶 
(太卡素尔^ 0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八节，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竞赛富庶，已使你们疏忽，〔2〕直到你们去游坟地。 

C 3〕真的，你们将来就知道U〕真的，你们将来就知道了。 

〔5〕真的f假若你们有真知灼见，〔你们必不疏忽〕，〔6〕你 

们必定看见火狱，〔 7〕然后，你们必龙眼看见它。〔 8〕在那日 

你们必为恩泽而被审问。 

y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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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光 诽谤者 象章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三节&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 3以时光盟誓，C 2〕一切人确是在亏折之中^ C 3〕惟信 

道而且行善，井以真理相劝，以坚忍相勉的人则不然。 

诽谤者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九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伤哉！每个诽谤者，诋毁莕，〔 2〕他聚积财产，而 

们必定要被关在烈火中，〔 9〕吊在许多很高的柱+上 

狐…第-。五章必) 

C 2 1难道他没有使他们的计谋，变成无益的吗？ 

〔3〕他曾派遣成群的％去伤他们，〔4〕以粘上石射击他们, 

〔5〕使他们变成吃剩的干荸一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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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来氏 什物 多福章 

保护他们，〔3〕故教他们患敬这天房的主，〔4〕他曾为饥荒 

第一 0七章 

这章共计七节，前三节是麦加的，后四节是麦地那的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你曾见否认报应日的人吗？ C 2〕他就是那个呵斥孤 

〔3〕几不勉励人赈济贫民的人。〔4〕伤哉！礼拜的人们 

〔 5〕他们是忽视拜功的，〔 6〕他们是沽名钓誉的，C 7〕他们 

是不肯借人什物的。 

这^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三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我确已赐你多福，〔 2〕故你应当为你的主而礼拜，并宰牺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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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十 不信道的人们 援助火焰章 

这章是戋加的，全章共计六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你说，不倍道的人们啊！〔2]我不崇拜你们所崇拜 

的，〔3)你们也不崇拜我所崇拜的；〔4〕我不会崇拜你们所崇 

拜的，C 5〕你们也不会崇拜我所崇拜的；C 6〕你们有你们的报 

应，我也有我的报应 

第一一 0章 

这章是麦地那的，全章共计二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C1〕当安拉的援助和胜利降临，c 2〕而你看见众人成群 

火 焰 
(赖海卜）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计五节,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C1〕愿焰父两T-受伤！他必定受伤，〔 2〕他的财产，和他 

所获得的，将无裨于他*〔3〕他将入有焰的烈火，〔4〕他的担 

柴的妻子，也将入烈火，〔5〕她的颈t系着一条坚实的绳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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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忠诚 曙光 世人章 

〔1〕你说：他是安拉，是独一的主；L 2 1安拉是乃物所仰 

赖的；〔3〕他没有生产，也没有被生产t〔4〕没有任何物可以 

做他的匹敌。 

L 1〕你说:我求庇于曙光的主，〔 2〕免遭他所创造荞的毐 

这章是麦加的，全章共H■六节。 

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

〔1〕你说f我求庇于世人的主宰，〔2〕世人的君王t〔3〕 

世人的神明，〔4〕免遭潜伏的教唆者的毒害，〔5〕他在世人的 

胸中教唆，〔 6〕他是属T精灵和人类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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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紗; 

沙特阿拉伯王国伊斯兰事务、义产' 宣教和指导部作为 

圣城麦地那法赫德阂王《古兰经》印刷局的督道， 

很荣幸让印刷局发行本版尊贵的《古兰I经)> 及其中文译解 

并祈求安拉籍此使人类受益， 

并更好地网赐 

两圣地之仆一阿卜杜拉国王•本•阿卜杜勒•阿齐兹■阿礼•苏欧德 

安拉是成功的掌提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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